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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图书馆服务与社会教育

国际研讨会（犐犜犐犈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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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代图书馆产生的第一天起，就与教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不用说高校图书

馆、中小学图书馆在教育教学活动中起着非常大的辅助推动作用而令人无疑外，即使

对于面向大众的公共图书馆来说，因其公共公益、平等包容以及高度专业化之特征，自

始就承担起社会大众教育之使命；也可以说，教育职能是催生现代公共图书馆产生的

重要力量之一。这在犐犉犔犃的《公共图书馆宣言》中有明确的论述。

无疑，现代技术的发展已经渗透于人类生存的各个方面，对教育以及包括图书馆

在内的公共文化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它们的理念、方法、组织形式均带来重大冲

击。无论教育者还是图书馆职业的从业人员，不得不面对这些冲击，重新思考技术环

境下如何更好地实现本行业的使命问题。如何通过信息技术的连接，将图书馆与教育

联系起来，以达到两者社会功能最大化之目的，成为历届犐犜犐犈国际会议的核心关注。

从２００４年第一届犐犜犐犈会议开始，迄今已经举办过四届。即将举办的是其第五届

会议。

年份 会 议 主 题 举办地 主　办　者

２００４ 图书馆在东西方文化交汇中的作用 北京 青树教育基金会（犈犈犉），北京八十中

２００６ 信息伦理道德 昆明 犈犈犉，云南省图书馆，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２００８ 连通农村社区 湖州 犈犈犉，湖州市教育局，湖州菱湖中学

２０１０ 借鉴最佳实例 兰州 犈犈犉，兰州大学，甘肃省图书馆

２０１２ 作为社区教育中心的图书馆 杭州 杭州图书馆，犈犈犉，中国青树农村服务中心

　　通过历届会议主题可以看出，犐犜犐犈会议关注图书馆在中小学教育、大众信息素养、

推动落后地区经济发展、地方文化建设、国际文化交流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并不断实

践，以期为真正、实在地使图书馆发挥其在这些方面的作用提供指导方案。即将于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１９—２０日在杭州召开的第五届犐犜犐犈会议，秉承和发扬了犈犈犉以及历届

会议之务实精神，重点讨论图书馆在社区民众教育中的社会职责，反映出以杭州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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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为代表的中国公共图书馆以及犈犈犉的职业追求及理想，以及它们的无尚的社会使命感。

第五届犐犜犐犈国际会议旨在借助信息技术，提升以面向社区、农村等基层民众信息

素养的图书馆服务质量及水平。基于此，本次研讨会从以下几个方面的主题出发，组

织会议日程，并征集论文。

（１）改革创新———带领图书馆进入２１世纪

（２）图书馆发展的基础———法规、标准和协会

（３）阅读和素养

（４）提高学生的信息素养

（５）为社区的特殊人群服务

（６）图书馆与其他机构的合作模式

（７）图书馆评估的重要性

（８）图书馆的倡导、宣传和推广

围绕着上述八个主题，中国、美国、英国等国家以及台湾地区的教育工作者、图书

馆从业人员以及关心教育／图书馆的社会人士积极撰写稿件。至本论文集付梓之时，

我们在所收到的稿件中选择了５０余篇文章。这５０多篇文章主要表现出作者对本次大

会主题的关注，经过分类，大致可以归为六大类：

（１）信息素养与阅读研究

（２）基层与农村图书馆建设

（３）图书馆服务与宣传推广

（４）图书馆员、图书馆管理与地方文化

（５）学校图书馆

（６）信息组织

在通读这些论文时，我经常莫名地产生一些冲动和感动，我为这些作者，尤其是根



３　　　　———

　　　　　 　

植于中国落后地区乡村学校或乡村图书馆工作者的工作热情、职业精神所感动；为国

际友人为中国落后地区图书馆事业发展出谋划策、国际协作精神所感动，并且由此产

生了一种想亲身投入到为这些地区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贡献点滴力量的冲动。作为专

业教育以及研究人员，我告诫自己，不能用科学规范的学术标准去要求这些可敬的人

的文章，只要他们能给我们带来一种清新自然的感觉、一种无私奉献的精神、一种解决

实际问题的方法、一种来源于实践的个人体会、一种对科学研究的原始探索、一种质朴

的从业感受就可以了，因为我们可以从这些貌似并不严谨的真情流露中获益匪浅，从

而激发我们的职业精神，激发我们对中国乡村地区图书馆事业的关注热情与投身激

情。我想，这也是犈犈犉所追求的历届犐犜犐犈国际会议的宗旨之一。

我在这里想对作者们说，是你们伟大的为中国乡村教育及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之奉

献精神，是你们以一己之微弱力量，鼓舞着广大的对图书馆事业关注、热爱的人，让我

们看到了中国基层教育及图书馆的希望。你们的这种力量就是星星之火，为我们推动

中国教育及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打了气、撑了腰。我坚定地相信，未来中国的乡村教育、

图书馆事业会留下你们的历史记忆、留下你们的身影、留下你们的华彩。

本书是第五届犐犜犐犈国际会议的论文集。在编辑的整个过程中，得到了来自于各

方的支持，在此一并致谢。青树教育基金会以及杭州图书馆的各位同仁们在选题策

划、论文征集、中英对译等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当然，这些论文的入选，离不开各位专

家评审委员会的委员的辛勤劳动。同时，也要感谢为本论文集得以顺利面世的出版社

的大力支持。最后，欢迎大家对本论文集存在的不足与遗憾批评指正。

祝青树长青、图业辉煌、犐犜犐犈２０１２成功！

张广钦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匆草于北大畅春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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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犜犺犲犿狅犱犲狉狀犾犻犫狉犪狉狔犺犪狊犪犮犾狅狊犲狉犲犾犪狋犻狅狀狊犺犻狆狑犻狋犺犲犱狌犮犪狋犻狅狀犳狉狅犿狋犺犲犳犻狉狊狋犱犪狔．犜犺犲

狌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犾犻犫狉犪狉犻犲狊犪狀犱狆狉犻犿犪狉狔狅狉犿犻犱犱犾犲狊犮犺狅狅犾犾犻犫狉犪狉犻犲狊狀狅狋狅狀犾狔狆犾犪狔犪狀犻犿狆狅狉狋犪狀狋狆狉狅犿狅狋犻狅狀

狉狅犾犲犻狀狋犲狉犿狊狅犳狋犲犪犮犺犻狀犵犪狀犱犲犱狌犮犪狋犻狅狀犪犮狋犻狏犻狋犻犲狊，犲狏犲狀狋犺犲狆狌犫犾犻犮犾犻犫狉犪狉狔，犫犲犮犪狌狊犲狅犳犻狋狊

犮狅犿犿狅狀犪犾犻狋狔，犲狇狌犪犾犻狋狔，犪狀犱狋犺犲犺犻犵犺犾狔狆狉狅犳犲狊狊犻狅狀犪犾犻狕犪狋犻狅狀，狑犺犻犮犺狆狌狊犺狋犺犲狆狌犫犾犻犮犾犻犫狉犪狉狔犪狊狊狌犿犲

狋犺犲狋犪狊犽狅犳狊狅犮犻犪犾犲犱狌犮犪狋犻狅狀．犐狋犮犪狀犫犲狊犪狔狋犺犪狋犲犱狌犮犪狋犻狅狀犪犾犳狌狀犮狋犻狅狀犻狊狅狀犲狅犳狋犺犲犻犿狆狅狉狋犪狀狋

犳犪犮狋狅狉狊狋狅犮狉犲犪狋犲犿狅犱犲狉狀狆狌犫犾犻犮犾犻犫狉犪狉狔．

犐狋犻狊狌狀犱狅狌犫狋犲犱犾狔狋犺犪狋狋犺犲犱犲狏犲犾狅狆犿犲狀狋狅犳犿狅犱犲狉狀狋犲犮犺狀狅犾狅犵狔犺犪狊狆犲狉犿犲犪狋犲犻狀犪犾犾犪狊狆犲犮狋狊狅犳

犺狌犿犪狀犾犻犳犲，犪狀犱犻狋犺犪狊犿犪犽犲犵狉犲犪狋犲犳犳犲犮狋狋狅狋犺犲犲犱狌犮犪狋犻狅狀，犻狀犮犾狌犱犻狀犵狋犺犲狆狌犫犾犻犮犮狌犾狋狌狉犲，

犿狅狉犲狅狏犲狉，狋犺犲犿狅犱犲狉狀狋犲犮犺狀狅犾狅犵狔犪犾狊狅犺犪狊犿犪犽犲狋犺犲犵狉犲犪狋狊犺狅犮犽狋狅犮狅狀犮犲狆狋，犪狆狆狉狅犪犮犺犪狀犱

狅狉犵犪狀犻狕犪狋犻狅狀犪犾犳狅狉犿犪狊狑犲犾犾．犠犲犺犪狏犲狋狅犳犪犮犲狋犺犲狊犲狊犺狅犮犽狊狀犲犻狋犺犲狉犲犱狌犮犪狋狅狉狊狀狅狉犾犻犫狉犪狉犻犪狀狊，犪狀犱

狉犲狋犺犻狀犽犻狀犵犺狅狑狋狅犫犲狋狋犲狉犪犮犺犻犲狏犲犿犻狊狊犻狅狀狊犻狀狋犺犲犿狅犱犲狉狀狋犲犮犺狀狅犾狅犵狔犲狀狏犻狉狅狀犿犲狀狋．犎狅狑狋狅

犮狅犿犫犻狀犲狋犺犲犲犱狌犮犪狋犻狅狀犪狀犱犾犻犫狉犪狉狔犫狔犮狅狀狀犲犮狋犻狅狀狅犳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狋犲犮犺狀狅犾狅犵狔，狑犺犻犮犺犻狀狅狉犱犲狉狋狅

犪犮犺犻犲狏犲狋犺犲犿犪狓犻犿狌犿狆狌狉狆狅狊犲狅犳狊狅犮犻犪犾犳狌狀犮狋犻狅狀，犫犲犮狅犿犲狊狋犺犲犮狅狉犲犮狅狀犮犲狉狀狅犳犪犾犾狆狉犲狏犻狅狌狊犐犜犐犈

犻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犿犲犲狋犻狀犵．

犜犺犲犳犻狉狊狋犐犜犐犈犿犲犲狋犻狀犵犺犲犾犱犻狀２００４，狌狆狋狅狀狅狑犻狋犺犪狊犫犲犲狀犺犲犾犱犳狅狌狉狊犲狊狊犻狅狀狊．犜犺犲犳犻犳狋犺

犿犲犲狋犻狀犵狑犻犾犾犫犲犺狅犾犱．

犢犲犪狉 犕犲犲狋犻狀犵犜狅狆犻犮 犛犻狋犲 犛狆狅狀狊狅狉

２００４
犜犺犲狉狅犾犲狅犳犾犻犫狉犪狉狔犳狅狉狋犺犲犿犲犲狋犻狀犵

狅犳犈犪狊狋犲狉狀犪狀犱犠犲狊狋犲狉狀犮狌犾狋狌狉犲狊
犅犲犻犼犻狀犵

犈狏犲狉犵狉犲犲狀犈犱狌犮犪狋犻狅狀犉狅狌狀犱犪狋犻狅狀（犈犈犉），犅犲犻

犼犻狀犵犖狅．８０犕犻犱犱犾犲犛犮犺狅狅犾

２００６ 犐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犈狋犺犻犮狊 犓狌狀犿犻狀犵

犈犈犉，犢狌狀 犖犪狀 犔犻犫狉犪狉狔，犖犲狓狋犵犲狀犲狉犪狋犻狅狀

犆狅犿犿犻狋狋犲犲狅犳狋犺犲犆犺犻狀犲狊犲犆狅犿犿狌狀犻狋狔犆狌犾狋狌狉

犪犾犆犲狀狋狉犲

２００８ 犆狅狀狀犲犮狋犻狀犵狑犻狋犺狉狌狉犪犾犮狅犿犿狌狀犻狋狔 犎狌狕犺狅狌
犈犈犉，犎狌狕犺狅狌犛犮犺狅狅犾犅狅犪狉犱，犔犻狀犵犎狌犕犻犱犱犾犲

犛犮犺狅狅犾犻狀犎狌狕犺狅狌

２０１０ 犜犺犲犫犲狊狋犲狓犪犿狆犾犲犳狅狉狉犲犳犲狉犲狀犮犲 犔犪狀狕犺狅狌 犈犈犉，犔犪狀狕犺狅狌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犌犪狀犛狌犔犻犫狉犪狉狔

２０１２
犃狊犪犮狅犿犿狌狀犻狋狔犲犱狌犮犪狋犻狅狀犮犲狀狋犲狉

犾犻犫狉犪狉狔　
犎犪狀犵狕犺狅狌

犎犪狀犵狕犺狅狌狆狌犫犾犻犮犾犻犫狉犪狉狔，犈犈犉，犆犺犻狀犪犈狏犲狉

犵狉犲犲狀犚狌狉犪犾犛犲狉狏犻犮犲犆犲狀狋犲狉



——— ２　　　　

　

　　犐狋犮犪狀犫犲狊犲犲狀犳狉狅犿狆狉犲狏犻狅狌狊犿犲犲狋犻狀犵狋犺犪狋狋犺犲犐犜犐犈犮狅狀犳犲狉犲狀犮犲狆犪狔犿狅狉犲犪狋狋犲狀狋犻狅狀狅狀

犾犻犫狉犪狉狔狊犻犿狆狅狉狋犪狀狋狉狅犾犲犻狀狋犲狉犿狊狅犳狆狉犻犿犪狉狔狅狉犿犻犱犱犾犲犲犱狌犮犪狋犻狅狀，狆狌犫犾犻犮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犾犻狋犲狉犪犮狔，

狆狉狅犿狅狋犻狀犵犫犪犮犽狑犪狉犱犪狉犲犪犲犮狅狀狅犿犻犮犱犲狏犲犾狅狆犿犲狀狋，犾狅犮犪犾犮狌犾狋狌狉犪犾犮狅狀狊狋狉狌犮狋犻狅狀，犪狀犱犻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

犮狌犾狋狌狉犪犾犲狓犮犺犪狀犵犲犲狋犮．犕犲犪狀狑犺犻犾犲，狋犺犲犐犜犐犈犮狅狀犳犲狉犲狀犮犲犮狅狀狋犻狀狌犲犱狋狅狆狉犪犮狋犻犮犲，犻狀狅狉犱犲狉狋狅

狆狉狅狏犻犱犲犵狌犻犱犲犾犻狀犲狊犳狅狉犾犻犫狉犪狉狔．犜犺犲犳犻犳狋犺犐犜犐犈犮狅狀犳犲狉犲狀犮犲狑犺犻犮犺狑犻犾犾犫犲犺狅犾犱犻狀１９狋犺—２０狋犺犖狅狏．

２０１２犻狀犎犪狀犵狕犺狅狌，犻狋犿犪犻狀犾狔犱犻狊犮狌狊狊狋犺犲犾犻犫狉犪狉狔狊狊狅犮犻犪犾狉犲狊狆狅狀狊犻犫犻犾犻狋犻犲狊犻狀狋犺犲犮狅犿犿狌狀犻狋狔狆狌犫犾犻犮

犲犱狌犮犪狋犻狅狀，犻狀 犪犱犱犻狋犻狅狀，狋犺犻狊犮狅狀犳犲狉犲狀犮犲 狑犻犾犾狉犲犳犾犲犮狋狋狅 犎犪狀犵狕犺狅狌 狆狌犫犾犻犮犾犻犫狉犪狉狔 犪狊犪

狉犲狆狉犲狊犲狀狋犪狋犻狏犲狅犳犆犺犻狀犲狊犲狆狌犫犾犻犮犾犻犫狉犪狉狔，犪狀犱狋犺犲犮犪狉犲犲狉狆狌狉狊狌犻狋狅狉犻犱犲犪犾狅犳犈犈犉，犪狀犱狋犺犲狊犲狀狊犲狅犳

狊狅犮犻犪犾狆狌狉狆狅狊犲犪狊狑犲犾犾．

犐犿狆狉狅狏犻狀犵狋犺犲犾犻犫狉犪狉狔狊犲狉狏犻犮犲狇狌犪犾犻狋狔犪狀犱狊狋犪狀犱犪狉犱狅犳犮狅犿犿狌狀犻狋狔，犮狅狌狀狋狉狔狊犻犱犲犪狀犱犫犪狊犻犮

犾犲狏犲犾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犾犻狋犲狉犪犮狔犫狔犐犜（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狋犲犮犺狀狅犾狅犵狔）犻狊狋犺犻狊犳犻犳狋犺 犿犲犲狋犻狀犵狊狆狌狉狆狅狉狋．

犜犺犲狉犲犳狅狉犲，狋犺犻狊狊犲犿犻狀犪狉狑犻犾犾狅狉犵犪狀犻狕犲狋犺犲犿犲犲狋犻狀犵狊犮犺犲犱狌犾犲犪狀犱犮狅犾犾犲犮狋狆犪狆犲狉狊犳狉狅犿犳狅犾犾狅狑犻狀犵

狊犲狏犲狉犪犾犪狊狆犲犮狋狊狅犳狊狌犫犼犲犮狋狊．

（１）犚犲犳狅狉犿犪狀犱犻狀狀狅狏犪狋犻狅狀：犾犲犪犱犾犻犫狉犪狉狔犻狀狋犺犲２１狊狋犮犲狀狋狌狉狔

（２）犜犺犲犳狅狌狀犱犪狋犻狅狀狅犳犾犻犫狉犪狉狔犱犲狏犲犾狅狆犿犲狀狋：狉狌犾犲，狊狋犪狀犱犪狉犱犪狀犱犪狊狊狅犮犻犪狋犻狅狀

（３）犚犲犪犱犻狀犵犪狀犱犾犻狋犲狉犪犮狔

（４）犈狀犺犪狀犮犲狋犺犲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犾犻狋犲狉犪犮狔

（５）犌犻狏犲狋犺犲犮狅犿犿狌狀犻狋狔狊犲狉狏犻犮犲狊犳狅狉狊狆犲犮犻犪犾犵狉狅狌狆狊

（６）犆狅狅狆犲狉犪狋犻狅狀犿狅犱犲犾狑犻狋犺狅狋犺犲狉犻狀狊狋犻狋狌狋犻狅狀狊

（７）犜犺犲犻犿狆狅狉狋犪狀犮犲狅犳犾犻犫狉犪狉狔犲狏犪犾狌犪狋犻狅狀

（８）犘狌犫犾犻犮犻狋狔犪狀犱狆狅狆狌犾犪狉犻狋狔狅犳犾犻犫狉犪狉狔

犃狉狅狌狀犱狋犺犲犪犫狅狏犲犲犻犵犺狋狋狅狆犻犮狊，犾犻犫狉犪狉犻犪狀狊，犲犱狌犮犪狋狅狉狊犪狀犱狊狅犮犻犲狋狔狆犲狅狆犾犲狑犺狅犿狉犲犵犪狉犱犳狅狉

犲犱狌犮犪狋犻狅狀狅狉犾犻犫狉犪狉狔犳狉狅犿犆犺犻狀犪，犝犛犃，犅狉犻狋犪犻狀犲狋犮．犪狀犱犲狏犲狀犜犪犻狑犪狀犪狉犲犪狑狉犻狋犲犻狊狊狌犲狊犪犮狋犻狏犲犾狔．

犠犲狊犲犾犲犮狋犲犱犿狅狉犲狋犺犪狀５０狆犪狆犲狉狊犳狉狅犿 犿犪狀狌狊犮狉犻狆狋狊狑犲犺犪狏犲狉犲犮犲犻狏犲犱；犕狅狉犲狅狏犲狉，狋犺犲狊犲５０

犪狉狋犻犮犾犲狊犿犪犻狀犾狔狊犺狅狑犪狌狋犺狅狉狊犪狋狋犲狀狋犻狅狀狊狅狀犮狅狀犳犲狉犲狀犮犲狋犺犲犿犲．犐狋犮犪狀犫犲狉狅狌犵犺犾狔犻狀狋狅狊犻狓犮犾犪狊狊犲狊：

（１）犐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犾犻狋犲狉犪犮狔犪狀犱狉犲犪犱犻狀犵狉犲狊犲犪狉犮犺

（２）犜犺犲犮狅狀狊狋狉狌犮狋犻狅狀狅犳犫犪狊犻犮犾犲狏犲犾犪狀犱狏犻犾犾犪犵犲犾犻犫狉犪狉狔



３　　　　———

　

　　（３）犜犺犲犾犻犫狉犪狉狔狊犲狉狏犻犮犲狊犪狀犱狆狅狆狌犾犪狉犻狋狔

（４）犔犻犫狉犪狉犻犪狀狊，犾犻犫狉犪狉狔犿犪狀犪犵犲犿犲狀狋犪狀犱犾狅犮犪犾犮狌犾狋狌狉犲

（５）犜犺犲狊犮犺狅狅犾犾犻犫狉犪狉狔

（６）犐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狅狉犵犪狀犻狕犪狋犻狅狀

犐狅犳狋犲狀狌狀犲狓狆犾犪犻狀犲犱狆狉狅犱狌犮犲狊狅犿犲犻犿狆狌犾狊犲狊犪狀犱犪犳犳犲犮狋犻狅狀狊狋犺狉狅狌犵犺狉犲犪犱犻狀犵狋犺犲狊犲犪狉狋犻犮犾犲狊，犐

犪犿犪犳犳犲犮狋犲犱犫狔狋犺狅狊犲犪狌狋犺狅狉狊，犲狊狆犲犮犻犪犾犾狔，狋犺犲狑狅狉犽犻狀犵犲狀狋犺狌狊犻犪狊犿，犪狀犱狆狉狅犳犲狊狊犻狅狀犪犾狊狆犻狉犻狋狅犳

犮狅狌狀狋狉狔狊犻犱犲犾犻犫狉犪狉犻犪狀狊犻狀犆犺犻狀犲狊犲犫犪犮犽狑犪狉犱犪狉犲犪．犃狊犪狆狉狅犳犲狊狊犻狅狀犪犾犲犱狌犮犪狋狅狉狅狉狉犲狊犲犪狉犮犺犲狉，犐

狑犪狉狀犲犱犿狔狊犲犾犳，犮犪狀狀狅狋犱犻狊犮狌狊狊狋犺犲狊犲犪狉狋犻犮犾犲狊犻狀狋犺犲狊犮犻犲狀狋犻犳犻犮犪犮犪犱犲犿犻犮狊狋犪狀犱犪狉犱，狑犲犼狌狊狋狅狀犾狔

狀犲犲犱犪犽犻狀犱狅犳狊狆犻狉犻狋狅犳狊犲犾犳犾犲狊狊，犪犽犻狀犱狅犳犿犲狋犺狅犱狋狅狊狅犾狏犲狆狉犪犮狋犻犮犪犾狆狉狅犫犾犲犿，犪犽犻狀犱狅犳狆犲狉狊狅狀犪犾

犲狓狆犲狉犻犲狀犮犲狅犳狆狉犪犮狋犻犮犲，犪犽犻狀犱狅犳狅狉犻犵犻狀犪犾犲狓狆犾狅狉犪狋犻狅狀狅犳狊犮犻犲狀狋犻犳犻犮狉犲狊犲犪狉犮犺，犪狀犱犪犽犻狀犱狅犳狊犻犿狆犾犲

狑狅狉犽犻狀犵犳犲犲犾犻狀犵，狑犺犻犮犺犮犪狀狊狋犻犿狌犾犪狋犲狅狌狉狆狉狅犳犲狊狊犻狅狀犪犾狊狆犻狉犻狋，犿狅狉犲狅狏犲狉，犪狉狅狌狊犲狅狌狉狑狅狉犽犻狀犵

犲狀狋犺狌狊犻犪狊犿犪狀犱狆犪狊狊犻狅狀犻狀犆犺犻狀犲狊犲犮狅狌狀狋狉狔狊犻犱犲犾犻犫狉犪狉狔犪狊狑犲犾犾．犜犺犲狉犲犳狅狉犲，犳狉狅犿狋犺犲犪犫狅狏犲，狋犺犲狉犲

犪狉犲狋犺犲狆狉犻狀犮犻狆犾犲狊狅犳犐犜犐犈犿犲犲狋犻狀犵．

犐狑犪狀狋狋狅狊犪狔犳狅狉狉犲犪犱犲狉狊犪狋犺犲狉犲，狋犺犪狀犽狊犳狅狉狔狅狌狉犮狅犿犿犻狋犿犲狀狋狊狋狅犱犲狏犲犾狅狆犿犲狀狋狅犳犾犻犫狉犪狉狔犮犪狉犲犲狉，

犪狀犱犵犻狏犲犪狑犻狊犺犳狅狉犾犻犫狉犪狉狔犪狀犱狋犺犲犆犺犻狀犲狊犲犳狌狀犱犪犿犲狀狋犪犾犲犱狌犮犪狋犻狅狀．犐犫犲犾犻犲狏犲犮狅狀犳犻狉犿犲犱犾狔，狑犲狊狋犻犾犾

狀犲犲犱狔狅狌犻狀犆犺犻狀犲狊犲狏犻犾犾犪犵犲犲犱狌犮犪狋犻狅狀犪狀犱狋犺犲犱犲狏犲犾狅狆犿犲狀狋狅犳犾犻犫狉犪狉狔犮犪狉犲犲狉犻狀狋犺犲犳狌狋狌狉犲．

犜犺犻狊犻狊狋犺犲犿犲犿狅犻狉狅犳犳犻犳狋犺犐犜犐犈犻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犮狅狀犳犲狉犲狀犮犲．犐狀狋犺犲狆狉狅犮犲狊狊狅犳犲犱犻狋犻狅狀，狑犲犵狅狋犾狅狋狊

狊狌狆狆狅狉狋狊犳狉狅犿犪犾犾狆犪狉狋犻犲狊，犪狀犱狋犺犪狀犽狊犳狅狉犲狏犲狉狔狅狀犲．犜犺犪狀犽狊犳狅狉犪犾犾狊狋犪犳犳狊犲犳犳狅狉狋狊犳狉狅犿犈狏犲狉犵狉犲犲狀

犈犱狌犮犪狋犻狅狀犉狅狌狀犱犪狋犻狅狀犪狀犱犎犪狀犵狕犺狅狌狆狌犫犾犻犮犾犻犫狉犪狉狔犻狀狋犲狉犿狊狅犳狊犲犾犲犮狋犻狀犵狋狅狆犻犮狊，犮狅犾犾犲犮狋犻狀犵狆犪狆犲狉狊，犪狀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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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利用教育的宣传效用

□ 7·89·^,;_

çèé通过对案例的研究，本文
证明了如何使用图书馆利用教育

去建立合作关系以及发展拥有特

定兴趣的社团。一种新的混合营

销方式，犛犐犞犃（解决措施、信息、

价值和途径）依靠图书馆利用教

育被应用于发展社团范围。案例

分析证明了犛犐犞犃营销模型的步

骤可被成功运用于发展以社团宣

传和范围拓展为首要目的的教育

项目，而对具体社团参与者的教

育则为次要任务。在未来发展

中，依靠案例研究方法，一个更正

式的关注于图书馆利用教育的有

效性的研究将被用于帮助建立社

团合作关系。然而，图书馆利用

教育对发展社团的作用为对发展

社团内合作关系感兴趣的图书馆

人员提供可复制的借鉴模版。

êëìé宣传，图书馆利用教育，
信息素养，混合营销模式，社团，

合作关系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犜犺狉狅狌犵犺犪犮犪狊犲狊狋狌犱狔犪狆

犐狀狋狉狅犱狌犮狋犻狅狀

犐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犔犻狋犲狉犪犮狔犮犾犪狊狊犲狊狋犪狌犵犺狋犫狔犾犻犫狉犪狉犻犪狀狊犺犪狏犲狋狔狆犻犮犪犾犾狔

犫犲犲狀犳狅犮狌狊犲犱狅狀狋犺犲犮狅狀狋犲狀狋狅犳狑犺犪狋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狅狉狋犺犲狆狌犫犾犻犮

狀犲犲犱狊狋狅犽狀狅狑犻狀狅狉犱犲狉狋狅犫犲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犾犻狋犲狉犪狋犲，狅狉狋狅

“狉犲犮狅犵狀犻狕犲狑犺犲狀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犻狊狀犲犲犱犲犱犪狀犱犺犪狏犲狋犺犲犪犫犻犾犻狋狔狋狅

犾狅犮犪狋犲，犲狏犪犾狌犪狋犲，犪狀犱狌狊犲犲犳犳犲犮狋犻狏犲犾狔狋犺犲狀犲犲犱犲犱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

（犃犿犲狉犻犮犪狀犔犻犫狉犪狉狔犃狊狊狅犮犻犪狋犻狅狀，１９８９）犆犲狉狋犪犻狀犾狔，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

犾犻狋犲狉犪犮狔狊犽犻犾犾狊犪狉犲犻犿狆狅狉狋犪狀狋犳狅狉犪犾犾犮犻狋犻狕犲狀狊犻狀狅狌狉犵犾狅犫犪犾

狊狅犮犻犲狋狔．犛狅，狑犺狔犪犿犐狆狉狅狆狅狊犻狀犵狋犺犪狋狋犺犲狆狉犻犿犪狉狔犵狅犪犾狅犳犪

犾犻犫狉犪狉狔犻狀狊狋狉狌犮狋犻狅狀犮犾犪狊狊犫犲狀狅狋狋狅狋犲犪犮犺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犾犻狋犲狉犪犮狔犻狀

犵犲狀犲狉犪犾狅狉犻狀犪狊狌犫犼犲犮狋犪狉犲犪，犫狌狋狉犪狋犺犲狉狋狅犳狅犮狌狊狅狀犮狅犿犿狌狀犻狋狔

犪犱狏狅犮犪犮狔犪狀犱狅狌狋狉犲犪犮犺犪狊狋犺犲犿狅狊狋犻犿狆狅狉狋犪狀狋犵狅犪犾？

犛狅犿犲狏犲狉狔犻狀狋犲狉犲狊狋犻狀犵狉犲狊犲犪狉犮犺狊狋狉狅狀犵犾狔狊狌犵犵犲狊狋狊狋犺犪狋狋狔狆犻犮犪犾

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犾犻狋犲狉犪犮狔犮犾犪狊狊犲狊犿犪狔狀狅狋犫犲狋犺犲犿狅狊狋犲犳犳犲犮狋犻狏犲犿犲狋犺狅犱

狅犳犱犲狏犲犾狅狆犻狀犵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犾犻狋犲狉犪犮狔犮狅犿狆犲狋犲狀犮犻犲狊犻狀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狅狉

狅狋犺犲狉狋犪狉犵犲狋狆狅狆狌犾犪狋犻狅狀狊．犓犻犲狑狉犪（２００２）犳狅狌狀犱狋犺犪狋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狉犲犮狅狉犱

狅狀犾狔２０—４０狆犲狉犮犲狀狋狅犳犪犾犲犮狋狌狉犲狊犿犪犻狀犻犱犲犪狊犻狀狋犺犲犻狉狀狅狋犲狊．犃狀犱，

犅犾犻犵犺（２０００，狆．４０）狀狅狋犲狊狋犺犪狋狑犻狋犺狅狌狋狉犲狏犻犲狑犻狀犵狋犺犲犾犲犮狋狌狉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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狆狉狅犪犮犺，狋犺犲 狆犪狆犲狉 犱犲犿狅狀狊狋狉犪狋犲狊

犺狅狑狋狅狌狊犲犾犻犫狉犪狉狔犻狀狊狋狉狌犮狋犻狅狀狋狅

犫狌犻犾犱狆犪狉狋狀犲狉狊犺犻狆狊犪狀犱狉犲犪犮犺狅狌狋狋狅

犮狅犿犿狌狀犻狋犻犲狊狅犳狆犪狉狋犻犮狌犾犪狉犻狀狋犲狉犲狊狋．

犃狀犲狑犿犪狉犽犲狋犻狀犵犿犻狓犮犪犾犾犲犱犛犐犞犃

（犛狅犾狌狋犻狅狀狊，犐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犞犪犾狌犲，

犪狀犱犃犮犮犲狊狊）犻狊犲犿狆犾狅狔犲犱狋狅狉犲犪犮犺

狅狌狋狋狅狋犺犲 犮狅犿犿狌狀犻狋狔 狅狌狋狉犲犪犮犺

狋犺狉狅狌犵犺狋犺犲狌狊犲狅犳犾犻犫狉犪狉狔犻狀狊狋狉狌犮

狋犻狅狀．犜犺犲犮犪狊犲狊狋狌犱狔犱犲犿狅狀狊狋狉犪狋犲狊

狋犺犪狋狊狋犲狆狊犻狀狋犺犲犛犐犞犃 犿犪狉犽犲狋犻狀犵

犿狅犱犲犾犮犪狀犫犲狊狌犮犮犲狊狊犳狌犾犾狔犪犱狅狆狋犲犱

狋狅犱犲狏犲犾狅狆犪狀犻狀狊狋狉狌犮狋犻狅狀犪犾狆狉狅犵狉犪犿

狋犺犪狋犳狅犮狌狊犲狊狅狀犮狅犿犿狌狀犻狋狔犪犱狏狅犮犪

犮狔犪狀犱狅狌狋狉犲犪犮犺犪狊狋犺犲狆狉犻犿犪狉狔

犵狅犪犾．犈犱狌犮犪狋犻狅狀狅犳犮狅犿犿狌狀犻狋狔狆犪狉

狋犻犮犻狆犪狀狋狊 犫犲犮狅犿犲狊 犪 狊犲犮狅狀犱犪狉狔

犵狅犪犾．犐狀狋犺犲犳狌狋狌狉犲，狌狊犻狀犵狋犺犲犮犪狊犲

狊狋狌犱狔犪狆狆狉狅犪犮犺，犪 犿狅狉犲犳狅狉犿犪犾

狊狋狌犱狔狅犳狋犺犲犲犳犳犲犮狋犻狏犲狀犲狊狊狅犳犾犻犫狉犪狉狔

犻狀狊狋狉狌犮狋犻狅狀犪狊犪犿犲狋犺狅犱狅犳犫狌犻犾犱犻狀犵

犮狅犿犿狌狀犻狋狔狆犪狉狋狀犲狉狊犺犻狆狊狊犺狅狌犾犱犫犲

犮狅狀犱狌犮狋犲犱．犎狅狑犲狏犲狉，狋犺犲狌狊犲狅犳犾犻

犫狉犪狉狔犻狀狊狋狉狌犮狋犻狅狀犪狊犪狏犲犺犻犮犾犲狋狅

狉犲犪犮犺狅狌狋狋狅狋犺犲犮狅犿犿狌狀犻狋狔狆狉狅

狏犻犱犲狊犪犿狅犱犲犾狋犺犪狋犮犪狀犫犲狉犲狆犾犻犮犪狋犲犱

犫狔犾犻犫狉犪狉犻犪狀狊犻狀狋犲狉犲狊狋犲犱犻狀犮狉犲犪狋犻狀犵

狆犪狉狋狀犲狉狊犺犻狆狊犻狀狋犺犲犻狉犮狅犿犿狌狀犻狋犻犲狊．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犃犱狏狅犮犪犮狔，犔犻犫狉犪狉狔犐狀狊狋狉狌犮

狋犻狅狀，犐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犔犻狋犲狉犪犮狔，犕犪狉犽犲狋犻狀犵
犕犻狓，犆狅犿犿狌狀犻狋狔，犘犪狉狋狀犲狉狊犺犻狆狊　

犿犪狋犲狉犻犪犾，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狉犲犿犲犿犫犲狉犾犲狊狊狋犺犪狀１０狆犲狉犮犲狀狋犪犳狋犲狉狋犺狉犲犲

狑犲犲犽狊．犜犺犲狊犲犳犻狀犱犻狀犵狊狊狌犵犵犲狊狋狋犺犪狋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犾犻狋犲狉犪犮狔犾犲犮狋狌狉犲狊

犿犻犵犺狋犫犲狋狋犲狉狊犲狉狏犲狋狅犪犱狏狅犮犪狋犲狋犺犲狏犪犾狌犲狅犳狅犫狋犪犻狀犻狀犵狋犺犲

犮狅犿狆犲狋犲狀犮狔，狉犪狋犺犲狉狋犺犪狀犪犮狋狌犪犾犾狔狋狉狔犻狀犵狋狅犱犲狏犲犾狅狆狋犺犲狊犽犻犾犾．

犇犲犳犻狀犻狀犵犃犱狏狅犮犪犮狔

犃犱狏狅犮犪犮狔 犮狅狀犮犲狉狀狊 狊狌狆狆狅狉狋犻狀犵 狅狉 狉犲犮狅犿犿犲狀犱犻狀犵 犻犱犲犪狊，

狆狅犾犻犮犻犲狊，犮犪狌狊犲狊狅狉狆狉狅犵狉犪犿狊．犃犱狏狅犮犪犮狔犻狀狏狅犾狏犲狊犮犺犪狀犵犻狀犵

犪狋狋犻狋狌犱犲狊，狆狅犾犻犮犻犲狊，狆狅狊犻狋犻狅狀狊，狅狉狆狉犪犮狋犻犮犲狊犻狀狋犺犲犮狅犿犿狌狀犻狋狔狅犳

犻狀狋犲狉犲狊狋．犃犱狏狅犮犪犮狔犻狀狏狅犾狏犲狊狆犾犪狀狀犻狀犵犳狅狉犮犺犪狀犵犲，犻犿狆狉狅狏犻狀犵

狌狀犱犲狉狊狋犪狀犱犻狀犵，犪狀犱狆犾犪狀狀犻狀犵犳狅狉狋犺犲犳狌狋狌狉犲．犉狅狉犲狓犪犿狆犾犲，狅狀犲

狅犳狋犺犲犮犪狌狊犲狊狋犺犪狋狋犺犲犃犿犲狉犻犮犪狀犔犻犫狉犪狉狔犃狊狊狅犮犻犪狋犻狅狀狊狌狆狆狅狉狋狊犻狊

犔犻狋犲狉犪犮狔：“犔犻狋犲狉犪犮狔犻狊犪犳狌狀犱犪犿犲狀狋犪犾狏犪犾狌犲狅犳狋犺犲犪狊狊狅犮犻犪狋犻狅狀

犪狀犱犻狋狊犿犲犿犫犲狉狊，犪狀犱狅狀犲狅犳犃犔犃狊犓犲狔犃犮狋犻狅狀犃狉犲犪狊．犃犔犃

犪狀犱犻狋狊犱犻狏犻狊犻狅狀狊狆狉狅犿狅狋犲犪狀犱犳狅狊狋犲狉犾犻狋犲狉犪犮狔，犪狀犱犲狀狊狌狉犲狋犺犪狋

狋狉犪犻狀犻狀犵犪狀犱狉犲狊狅狌狉犮犲狊犪狉犲犪狏犪犻犾犪犫犾犲狋狅犺犲犾狆犾犻犫狉犪狉犻犲狊犪狀犱

犾犻犫狉犪狉犻犪狀狊犱犲狏犲犾狅狆犾犻狋犲狉犪犮狔狆狉狅犵狉犪犿狊犪狀犱狊犲狉狏犻犮犲狊．”（犔犻狋犲狉犪犮狔／

犃犿犲狉犻犮犪狀犔犻犫狉犪狉狔犃狊狊狅犮犻犪狋犻狅狀，狀．犱．）．

犜犺犲犛犐犞犃犕犪狉犽犲狋犻狀犵犕犻狓

犐狀犮狅狀狋狉犪狊狋狋狅犪犱狏狅犮犪犮狔，狋犺犲狋狉犪犱犻狋犻狅狀犪犾犿犪狉犽犲狋犻狀犵犿犲狋犺狅犱狊犪狉犲

犪犫狅狌狋狆狉狅犿狅狋犻狀犵犪狀犱狊犲犾犾犻狀犵狆狉狅犱狌犮狋狊狅狉狊犲狉狏犻犮犲狊狋狅犮狌狊狋狅犿犲狉狊，

犻狀犮犾狌犱犻狀犵犿犪狉犽犲狋犻狀犵狉犲狊犲犪狉犮犺犪狀犱犪犱狏犲狉狋犻狊犻狀犵．犜犺犲狋狉犪犱犻狋犻狅狀犪犾

犿犪狉犽犲狋犻狀犵犿犻狓狑犪狊犪狀犻狀狋犲狉狀犪犾犾狔犳狅犮狌狊犲犱犿犲狋犺狅犱狅犾狅犵狔犽狀狅狑狀

犪狊狋犺犲 犳狅狌狉 犘狊狆狉犻犮犲，狆狉狅犱狌犮狋，狆犾犪犮犲，犪狀犱 狆狉狅犿狅狋犻狅狀．

犜狉犪犱犻狋犻狅狀犪犾犿犪狉犽犲狋犻狀犵犿犲狋犺狅犱狊，狑犺犻犮犺狑犲狉犲犱犲狏犲犾狅狆犲犱犻狀犪

犾犪狉犵犲犾狔犿犪狀狌犳犪犮狋狌狉犻狀犵犲犮狅狀狅犿狔犪狀犱犿狅狊狋犾狔犳狅犮狌狊犲犱狅狀狊犲犾犾犻狀犵

狆狉狅犱狌犮狋狊狉犪狋犺犲狉狋犺犪狀狊犲狉狏犻犮犲狊，犿犪狀犻狆狌犾犪狋犲犱狆狉犻犮犲，狆狉狅犱狌犮狋，

狆犾犪犮犲犪狀犱狆狉狅犿狅狋犻狅狀狋狅狊犲犾犾狆狉狅犱狌犮狋狊狋犺犪狋狋犺犲犳犻狉犿犺犪犱犿犪犱犲

（犇犲狏牔犛犮犺狌犾狋狕，２００５犫）．犇犲狏犪狀犱犛犮犺狌犾狋狕（２００５犪）狆狉狅狆狅狊犲犪

狀犲狑犿犪狉犽犲狋犻狀犵犿犻狓犛犐犞犃狑犺犻犮犺犻狊犫犪狊犲犱狌狆狅狀狋犺犲犳狅狌狉犽犲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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狇狌犲狊狋犻狅狀狊犮狌狊狋狅犿犲狉狊犪狊犽狑犺犲狀犲狏犪犾狌犪狋犻狀犵犪狆狉狅犱狌犮狋狅狉狊犲狉狏犻犮犲：犛狅犾狌狋犻狅狀狊，犐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犞犪犾狌犲，

犃犮犮犲狊狊（犛犐犞犃），犪狊犻犾犾狌狊狋狉犪狋犲犱犻狀犜犪犫犾犲Ⅰ．

犜犪犫犾犲Ⅰ：犛犐犞犃犕犪狉犽犲狋犻狀犵犕犻狓

犔犲狋狋犲狉 犕犪狉犽犲狋犻狀犵犕犻狓犈犾犲犿犲狀狋 犆狌狊狋狅犿犲狉犙狌犲狊狋犻狅狀

犛 犛狅犾狌狋犻狅狀狊 犎狅狑犮犪狀犐狊狅犾狏犲犿狔狆狉狅犫犾犲犿？

犐 犐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 犠犺犲狉犲犮犪狀犐犾犲犪狉狀犿狅狉犲犪犫狅狌狋犻狋？

犞 犞犪犾狌犲 犠犺犪狋犻狊犿狔狋狅狋犪犾狊犪犮狉犻犳犻犮犲狋狅犵犲狋狋犺犻狊狊狅犾狌狋犻狅狀？

犃 犃犮犮犲狊狊 犠犺犲狉犲犮犪狀犐犳犻狀犱犻狋？

犜犺犻狊犪狆狆狉狅犪犮犺犮犾犲犪狉犾狔狆狌狋狊狋犺犲犮狌狊狋狅犿犲狉犪狋狋犺犲犫犲犵犻狀狀犻狀犵狅犳狋犺犲狆狉狅犮犲狊狊犱犲狏犲犾狅狆犻狀犵狆狉狅犱狌犮狋狊狅狉

狊犲狉狏犻犮犲狊犫犲犵犻狀狊犫狔犳狅犮狌狊犻狀犵狅狀狋犺犲狆狉狅犫犾犲犿狊狋犺犪狋犮狌狊狋狅犿犲狉狊犪狉犲狋狉狔犻狀犵狋狅狊狅犾狏犲．犛狅狋犺犲犳犻狉狊狋狊狋犲狆

犫犲犮狅犿犲狊狌狀犱犲狉狊狋犪狀犱犻狀犵犮狌狊狋狅犿犲狉狊狆狉狅犫犾犲犿狊狉犪狋犺犲狉狋犺犪狀犱犲狏犲犾狅狆犻狀犵狆狉狅犱狌犮狋狊狅狉狊犲狉狏犻犮犲狊犪狀犱

狋狉狔犻狀犵狋狅犳犻狋狋犺犲犿狋狅犮狌狊狋狅犿犲狉狀犲犲犱狊．犘狉狅狏犻犱犻狀犵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狋狅犮狌狊狋狅犿犲狉狊犻狊犾犲狊狊犪犫狅狌狋狆狉狅犿狅狋犻狅狀

狋犺狉狅狌犵犺犪犱狏犲狉狋犻狊犻狀犵犪狀犱犿狅狉犲犳狅犮狌狊犲犱狅狀犪狊狊犻狊狋犻狀犵狊犪狋犻狊犳犻犲犱犮狌狊狋狅犿犲狉狊犻狀狆狉狅狏犻犱犻狀犵犳犲犲犱犫犪犮犽犪狀犱

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狅狀狆狉狅犱狌犮狋狊犪狀犱狊犲狉狏犻犮犲狊狋犺狉狅狌犵犺狏犪狉犻狅狌狊犿犲犱犻犪，犮犺犪狋狉狅狅犿狊，犫犾狅犵狊，犪狀犱狅狋犺犲狉

犻狀狋犲狉犪犮狋犻狏犲犿犲犱犻犪犳狅狉狌犿狊．犞犪犾狌犲，犻狀犮狅狀狋狉犪狊狋狋狅犘狉犻犮犲，犳狅犮狌狊犲狊狅狀狋狅狋犪犾犮狌狊狋狅犿犲狉犮狅狊狋狊狅犳狋犻犿犲

犪狀犱犲犳犳狅狉狋犪狊狑犲犾犾犪狊犿狅狀犲狔．犉犻狀犪犾犾狔，狋狅犱犪狔，狋犺犲狇狌犲狊狋犻狅狀犻狊犾犲狊狊犪犫狅狌狋犘犾犪犮犲狑犺犪狋犾狅犮犪狋犻狅狀狊犲犾犾狊

狋犺犲狆狉狅犱狌犮狋狅狉狆狉狅狏犻犱犲狊狋犺犲狊犲狉狏犻犮犲，犪狀犱犿狌犮犺犿狅狉犲犪犫狅狌狋犃犮犮犲狊狊，犺狅狑犮犪狀狋犺犲犳犪狊狋犲狊狋，犲犪狊犻犲狊狋，

犾犲犪狊狋犲狓狆犲狀狊犻狏犲犪犮犮犲狊狊狋狅狋犺犲狆狉狅犱狌犮狋狅狉狊犲狉狏犻犮犲犫犲狅犫狋犪犻狀犲犱？犜犺犲狉犲犳狅狉犲，狋犺犲犿狅犱犲狉狀犿犪狉犽犲狋犻狀犵

犿犻狓犻狊狉犲犱犲犳犻狀犲犱犪狊犲狓狋犲狉狀犪犾犾狔犱狉犻狏犲狀犫狔狋犺犲犮狌狊狋狅犿犲狉，狉犪狋犺犲狉狋犺犪狀犻狀狋犲狉狀犪犾犾狔犱狉犻狏犲狀犫狔犿犪狀犪犵犲狉狊

狅犳狋犺犲犳犻狉犿．

犇犲狏犪狀犱犛犮犺狌犾狋狕（２００５犫）狅狌狋犾犻狀犲狋犺犲狊狋犲狆狊狋犺犪狋犮狅狀狊狋犻狋狌狋犲狋犺犲犮狌狊狋狅犿犲狉犳狅犮狌狊犲犱犪狆狆狉狅犪犮犺狋狅

犿犪狉犽犲狋犻狀犵．犜犺犲狊犲狊狋犲狆狊犪狉犲狅狌狋犾犻狀犲犱犻狀犜犪犫犾犲Ⅱ．

犜犪犫犾犲Ⅱ：犛狋犲狆狊犻狀狋犺犲犆狌狊狋狅犿犲狉犉狅犮狌狊犲犱犕犪狉犽犲狋犻狀犵犃狆狆狉狅犪犮犺

犛狋犲狆１：犝狀犱犲狉狊狋犪狀犱犿犪狉犽犲狋狊犪狀犱

犮狌狊狋狅犿犲狉狏犪犾狌犲

犐犱犲狀狋犻犳狔犪狀犱犮犾犪狉犻犳狔狑犺犪狋犮狌狊狋狅犿犲狉狊狏犪犾狌犲犪狀犱犱犲狋犲狉犿犻狀犲狑犺犲狋犺犲狉

狅狉犵犪狀犻狕犪狋犻狅狀犮狅狌犾犱狌狊犲犪狊狊犲狋狊犪狀犱狉犲狊狅狌狉犮犲狊狋狅犮狉犲犪狋犲狆狉狅犱狌犮狋狊犪狀犱

狊犲狉狏犻犮犲狊狋犺犪狋犿犪狋犮犺犮狌狊狋狅犿犲狉狏犪犾狌犲狊

犛狋犲狆２：犆狉犲犪狋犲犮狌狊狋狅犿犲狉狏犪犾狌犲

狆狉狅狆狅狊犻狋犻狅狀　

犇犲狋犲狉犿犻狀犲狑犺犪狋犮狌狊狋狅犿犲狉狊狑犪狀狋，狀犲犲犱，犪狀犱狏犪犾狌犲，犪狀犱狋犺犲狀，犳狅犮狌狊

狉犲狊狅狌狉犮犲狊狅狉犪狊狊犲狋狊狅狀犳狌犾犳犻犾犾犻狀犵犮狌狊狋狅犿犲狉狑犪狀狋狊，狀犲犲犱狊，犪狀犱狏犪犾狌犲狊

犛狋犲狆３：犇犲犾犻狏犲狉犮狌狊狋狅犿犲狉狏犪犾狌犲 犉犻狀犱狑犪狔狊狋狅犱犲犾犻狏犲狉狋犺犲狏犪犾狌犲狋犺犪狋犮狌狊狋狅犿犲狉狊狊犲犲犽

犛狋犲狆４：犕犲犪狊狌狉犲狋犺犲狏犪犾狌犲犱犲犾犻狏犲狉犲犱 犕犲犪狊狌狉犲狋犺犲犲狓狋犲狀狋狋狅狑犺犻犮犺犮狌狊狋狅犿犲狉狏犪犾狌犲狑犪狊犱犲犾犻狏犲狉犲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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犚犲犪犮犺犻狀犵犗狌狋狋狅犆狅犿犿狌狀犻狋犻犲狊狅犳犐狀狋犲狉犲狊狋犜犺狉狅狌犵犺
犘犪狉狋狀犲狉狊犺犻狆狊

犜犺犲犻犿狆狅狉狋犪狀犮犲狅犳狆犪狉狋狀犲狉狊犺犻狆狊犻狀犪犱犱狉犲狊狊犻狀犵犮狅犿犿狌狀犻狋狔犻狊狊狌犲狊犻狊犺犻犵犺犾犻犵犺狋犲犱犻狀犪狉犲犮犲狀狋

犐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犆犻狋狔／犆狅狌狀狋狔犕犪狀犪犵犲犿犲狀狋犃狊狊狅犮犻犪狋犻狅狀 （犐犆犕犃）狉犲狆狅狉狋（２０１１）．犛犻狓犻犿狆狅狉狋犪狀狋

犾犲狊狊狅狀狊犳狉狅犿狋犺犲狊犲犻狀狀狅狏犪狋犻狏犲狆狉狅犼犲犮狋狊狑犲狉犲：

１．犔犻犫狉犪狉狔犪狀犱犾狅犮犪犾犵狅狏犲狉狀犿犲狀狋犾犲犪犱犲狉狊狀犲犲犱狋狅犮狅狀狀犲犮狋狅狀犮狅犿犿狌狀犻狋狔狆狉犻狅狉犻狋犻犲狊．

２．犅狌犻犾犱犻狀犵狆犪狉狋狀犲狉狊犺犻狆狊犻狊狋犺犲犽犲狔狋狅犻狀狀狅狏犪狋犻狅狀．

３．犔犲犪犱犲狉狊犺犻狆犺犪狆狆犲狀狊犪狋犪犾犾犾犲狏犲犾狊狅犳犪狀狅狉犵犪狀犻狕犪狋犻狅狀．

４．犛狌犮犮犲狊狊犳狌犾狆犪狉狋狀犲狉狊犺犻狆狊狉犲狇狌犻狉犲犮狅犿犿犻狋犿犲狀狋狋狅狋犺犲犲犳犳狅狉狋．

５．犐狀狀狅狏犪狋犻狅狀狅犮犮狌狉狊犻狀犮狅犿犿狌狀犻狋犻犲狊狅犳犪犾犾狊犻狕犲狊．

６．犖狅狋犲狏犲狉狔犲犳犳狅狉狋狑犻犾犾犫犲狊狌犮犮犲狊狊犳狌犾．

犜狉犪犱犻狋犻狅狀犪犾犾犻犫狉犪狉狔狊犲狉狏犻犮犲狊狅狆犲狉犪狋犲犿狌犮犺犾犻犽犲狋犺犲狋狉犪犱犻狋犻狅狀犪犾犿犪狉犽犲狋犻狀犵狆狉狅犵狉犪犿狊．犔犻犫狉犪狉狔

狊犲狉狏犻犮犲狊，狊犻犿犻犾犪狉狋狅狋犺犲狆狉狅犱狌犮狋狅犳狋犺犲犫狌狊犻狀犲狊狊犳犻狉犿犪狉犲犪犾狉犲犪犱狔犪狏犪犻犾犪犫犾犲犿犪狀犪犵犲狉狊犪狀犱狋犺犲犻狉

狊狋犪犳犳狋狉狔狋狅犲犿狆犾狅狔狏犪狉犻狅狌狊犳犪犮狋狅狉狊犻狀狋犺犲犲狀狏犻狉狅狀犿犲狀狋狋狅犲狀犮狅狌狉犪犵犲犮狌狊狋狅犿犲狉狊狋狅狌狊犲狋犺犲狊犲狉狏犻犮犲狊

狅狉狆狉狅犱狌犮狋狊．犎狅狑犲狏犲狉，犻狀狋犺犲２１狊狋犮犲狀狋狌狉狔狅犳犿犪狉犽犲狋犻狀犵狋犺狉狅狌犵犺狌狊犲狅犳犿狅犱犲犾狊狊狌犮犺犪狊犛犐犞犃，

狑犻狋犺犮狌狊狋狅犿犲狉狆狉狅犫犾犲犿狊犪狊狋犺犲犳犻狉狊狋狊狋犲狆犻狀狋犺犲狆狉狅犮犲狊狊，犻犱犲狀狋犻犳狔犻狀犵狋犺犲犮狅狉犲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狀犲犲犱狊／

狆狉狅犫犾犲犿狊狅犳犮狌狊狋狅犿犲狉狊犻狊犲狊狊犲狀狋犻犪犾．犉狅狉犲狓犪犿狆犾犲，犳狅狉狉狌狉犪犾狆狅狆狌犾犪狋犻狅狀狊，犃犫狅狔犪犱犲（１９８７）

犮犾犪狊狊犻犳犻犲狊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狀犲犲犱狊犻狀狋狅狋犺犲犳狅犾犾狅狑犻狀犵犮犪狋犲犵狅狉犻犲狊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犳狅狉：

—犐狀犮狉犲犪狊犲犱狆狉狅犱狌犮狋犻狏犻狋狔犪狀犱犻狀犮狅犿犲犵狉狅狑狋犺，狊狌犮犺犺狅狑狋狅狅犫狋犪犻狀狊犲犲犱狊，犮狉犲犱犻狋，犮狌狉狉犲狀狋狆狉犻犮犲狊

—犚狌狉犪犾狀狅狀犳犪狉犿犲犮狅狀狅犿犻犮犪犮狋犻狏犻狋犻犲狊，狊狌犮犺犪狊狊犺狅犲犿犪犽犻狀犵，犫犪犽犻狀犵，犪狉狋狊犪狀犱犮狉犪犳狋狊

—犛狅犮犻犪犾犪犿犲狀犻狋犻犲狊，狊狌犮犺犪狊狊狅狌狉犮犲狊狅犳狊犪犳犲犱狉犻狀犽犻狀犵狑犪狋犲狉，犲犱狌犮犪狋犻狅狀

—犛狅犮犻犪犾狆犪狉狋犻犮犻狆犪狋犻狅狀犪狀犱狆狅犾犻狋犻犮犪犾犻狀狏狅犾狏犲犿犲狀狋，狊狌犮犺犪狊犳犪狉犿犲狉犮狅狅狆犲狉犪狋犻狏犲狊

犉狅狉犪犾犾狆狅狆狌犾犪狋犻狅狀狊犫狅狋犺狌狉犫犪狀犪狀犱狉狌狉犪犾，犾犻犫狉犪狉犻犲狊犺犪狏犲狋犺犲狆狅狋犲狀狋犻犪犾狋狅犻犿狆犪犮狋狆犲狅狆犾犲狊犾犻狏犲狊犻狀

狋犺犲犳狅犾犾狅狑犻狀犵犫狉狅犪犱犱狅犿犪犻狀狊：犺犲犪犾狋犺，犲犱狌犮犪狋犻狅狀，犵狅狏犲狉狀犪狀犮犲，犲犿狆犾狅狔犿犲狀狋牔犻狀犮狅犿犲，犾犪狀犵狌犪犵犲

牔犮狌犾狋狌狉犲，犪狀犱犮狅犿犿狌狀犻犮犪狋犻狅狀狊牔犾犲犻狊狌狉犲．犈犪犮犺犮狅犿犿狌狀犻狋狔犻狊狌狀犻狇狌犲犻狀狋犺犲犻狉狀犲犲犱狊狅狉狆狉狅犫犾犲犿狊

狊狅狉犲犪犮犺犻狀犵狅狌狋犻狀狏狅犾狏犻狀犵犽狀狅狑犻狀犵狔狅狌狉犮狅犿犿狌狀犻狋狔，狋犺犲犿狅狊狋狌狉犵犲狀狋狀犲犲犱狊犪狀犱狋犺犲狆狅狋犲狀狋犻犪犾

狅狉犵犪狀犻狕犪狋犻狅狀犪犾狆犪狉狋狀犲狉狊犺犻狆狊狑犻狋犺犻狀狋犺犪狋犮狅犿犿狌狀犻狋狔．犅犾犪犽犲，犕犪狉狋犻狀，犪狀犱犇狌（２００４，狆．５２）

狅狌狋犾犻狀犲狋犺犲犽犲狔犮犺犪狉犪犮狋犲狉犻狊狋犻犮狊狅犳犪犮狅犿犿狌狀犻狋狔犮犲狀狋犲狉犲犱犾犻犫狉犪狉狔：

１．犜犺犲犾犻犫狉犪狉狔狊狆狉犻狅狉犻狋狔犻狊狅狀狆狉狅狏犻犱犻狀犵狊犲狉狏犻犮犲狊狋狅狋犺犲犻狀犱犻狏犻犱狌犪犾狊，狅狉犵犪狀犻狕犪狋犻狅狀狊，

犫狌狊犻狀犲狊狊犲狊，犪狀犱犻狀狊狋犻狋狌狋犻狅狀狊犻狀狋犺犲犮狅犿犿狌狀犻狋狔．

２．犜犺犲犾犻犫狉犪狉狔狉犲犮狅犵狀犻狕犲狊犻狋犲狓犻狊狋狊犫犲犮犪狌狊犲狅犳狋犺犲犮狅犿犿狌狀犻狋狔犪狀犱犳狅狉狋犺犲犮狅犿犿狌狀犻狋狔．

３．犜犺犲犾犻犫狉犪狉狔狊狋犪犳犳犽狀狅狑狊狆犲狅狆犾犲，狀狅狋狋犺犻狀犵狊，犮狅犿犲犳犻狉狊狋．

４．犜犺犲犾犻犫狉犪狉狔犪犮狋犻狏犲犾狔狊狅犾犻犮犻狋狊犻狀狆狌狋犳狉狅犿狏犪狉犻狅狌狊狊犲犵犿犲狀狋狊狅犳狋犺犲犮狅犿犿狌狀犻狋狔．

５．犜犺犲犾犻犫狉犪狉狔犳犪犮犻犾犻狋犪狋犲狊狆犪狉狋狀犲狉狊犺犻狆狊犫犲狋狑犲犲狀犻狋犪狀犱狅狋犺犲狉犪犵犲狀犮犻犲狊狅狉犫犲狋狑犲犲狀犮犻狋犻狕犲狀



７　　　　———

犵狉狅狌狆狊犪狀犱犪狆狆狉狅狆狉犻犪狋犲狅狉犵犪狀犻狕犪狋犻狅狀狊．

６．犘犪狉狋狀犲狉狊犺犻狆狊犪狉犲犫犲狀犲犳犻犮犻犪犾狋狅犫狅狋犺狋犺犲犾犻犫狉犪狉狔犪狀犱狋犺犲狆犪狉狋狀犲狉．

犜狉犪犱犻狋犻狅狀犪犾犾狔犾犻犫狉犪狉犻犲狊犺犪狏犲犳狅犮狌狊犲犱犿狅狊狋犺犲犪狏犻犾狔狅狀狊犲狉狏犻狀犵犻狀犱犻狏犻犱狌犪犾狌狊犲狉狊狑犺狅犮狅犿犲狋狅狋犺犲

犾犻犫狉犪狉狔，狏犻狉狋狌犪犾犾狔狅狉犻狀狆犲狉狊狅狀狋狅狌狊犲狋犺犲狉犲狊狅狌狉犮犲狊狋犺犪狋狋犺犲犾犻犫狉犪狉犻犲狊狅犳犳犲狉．犎狅狑犲狏犲狉，犲犳犳犲犮狋犻狏犲

犮狅犿犿狌狀犻狋狔狅狌狋狉犲犪犮犺狋犺犪狋犵狅犲狊犫犲狔狅狀犱狑狅狉犽犻狀犵狑犻狋犺犻狀犱犻狏犻犱狌犪犾狊狌狊犻狀犵犾犻犫狉犪狉狔狊犲狉狏犻犮犲狊，犻狀狏狅犾狏犻狀犵

犳狅狉犿犻狀犵狆犪狉狋狀犲狉狊犺犻狆狊犻狀狅狀犲狅狉犿狅狉犲狅犳狋犺犲犫狉狅犪犱犱狅犿犪犻狀狊：犺犲犪犾狋犺，犲犱狌犮犪狋犻狅狀，犵狅狏犲狉狀犪狀犮犲，

犲犿狆犾狅狔犿犲狀狋牔犻狀犮狅犿犲，犾犪狀犵狌犪犵犲牔犮狌犾狋狌狉犲，犪狀犱犮狅犿犿狌狀犻犮犪狋犻狅狀狊牔犾犲犻狊狌狉犲．

犜狅犳狅狉犿狆犪狉狋狀犲狉狊犺犻狆狊，狋犺犲犾犻犫狉犪狉狔犿狌狊狋犺犪狏犲犪狊狋狉犪狋犲犵狔狊狋犪犳犳犿狌狊狋犪狊犽犪狀犱犪狀狊狑犲狉狋犺犲狊犲狇狌犲狊狋犻狅狀狊：

— 犠犺犪狋犪狉犲狋犺犲犿狅狊狋犻犿狆狅狉狋犪狀狋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狀犲犲犱狊／狆狉狅犫犾犲犿狊狅犳狆犲狅狆犾犲犻狀狅狌狉犮狅犿犿狌狀犻狋狔？

—犗犳狋犺犲犿狅狊狋犻犿狆狅狉狋犪狀狋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狀犲犲犱狊／狆狉狅犫犾犲犿狊犻狀狋犺犲犮狅犿犿狌狀犻狋狔，狑犺犻犮犺狅犳狋犺犲狊犲

犱狅犲狊狋犺犲犾犻犫狉犪狉狔犺犪狏犲犪狋犾犲犪狊狋狊狅犿犲狅犳狋犺犲犪狊狊犲狋狊犪狀犱狉犲狊狅狌狉犮犲狊狋狅犪犱犱狉犲狊狊？

—犉狅狉狋犺狅狊犲犻犿狆狅狉狋犪狀狋犮狅犿犿狌狀犻狋狔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狀犲犲犱狊／狆狉狅犫犾犲犿狊犳狅狉狑犺犻犮犺狋犺犲犾犻犫狉犪狉狔犺犪狊犪狋

犾犲犪狊狋狊狅犿犲犪狊狊犲狋狊犪狀犱狉犲狊狅狌狉犮犲狊，犪狉犲狋犺犲狉犲狆狅狋犲狀狋犻犪犾犮狅犿犿狌狀犻狋狔狆犪狉狋狀犲狉狊？

犃犳狋犲狉犪犾犻狊狋狅犳狋犺犲犺犻犵犺犲狊狋狆狉犻狅狉犻狋狔犪狉犲犪狊狅犳犮狅犿犿狌狀犻狋狔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狀犲犲犱狊／狆狉狅犫犾犲犿狊犳狅狉狋犺犲

犾犻犫狉犪狉狔狋狅犪犱犱狉犲狊狊犺犪狏犲犫犲犲狀犻犱犲狀狋犻犳犻犲犱，狆狅狋犲狀狋犻犪犾犮狅犿犿狌狀犻狋狔狆犪狉狋狀犲狉狊狀犲犲犱狋狅犫犲犲狏犪犾狌犪狋犲犱．

犆狅犿犿狌狀犻狋狔犫狌狊犻狀犲狊狊犲狊，犪狀犱狅狉犵犪狀犻狕犪狋犻狅狀狊犻狀狋犺犲犳狅犾犾狅狑犻狀犵犪狉犲犪狊狅犳狋犲狀犺犪狏犲犮狅犿犿狅狀狅狏犲狉犾犪狆狆犻狀犵

犻狀狋犲狉犲狊狋狊狑犻狋犺犾犻犫狉犪狉犻犲狊犻狀狊狅犾狏犻狀犵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狀犲犲犱狊／狆狉狅犫犾犲犿狊狅犳犾狅犮犪犾犮犻狋犻狕犲狀狊犻狀犮犲狉狋犪犻狀犱狅犿犪犻狀狊

犪狀犱狅犳狋犲狀犪狉犲狏犲狉狔犵狅狅犱狆犪狉狋狀犲狉狊：

犆犺犪犿犫犲狉狅犳犆狅犿犿犲狉犮犲狅狉狅狋犺犲狉狅狉犵犪狀犻狕犪狋犻狅狀狉犲狆狉犲狊犲狀狋犻狀犵犫狌狊犻狀犲狊狊犻狀狋犲狉犲狊狋狊

犠狅狉犽犳狅狉犮犲犮犲狀狋犲狉

犔狅犮犪犾犵狅狏犲狉狀犿犲狀狋犲狓狋犲狀狊犻狅狀狊犲狉狏犻犮犲狊狅犳犳犻犮犲

犉犪犿犻犾狔狊犲狉狏犻犮犲狅狉犵犪狀犻狕犪狋犻狅狀狊

犛犲狀犻狅狉犆犲狀狋犲狉狊

犎犲犪犾狋犺犪犵犲狀犮犻犲狊

犔狅犮犪犾犲犱狌犮犪狋犻狅狀犪犾犻狀狊狋犻狋狌狋犻狅狀狊

犔狅犮犪犾犫狌狊犻狀犲狊狊犲狊，狊狌犮犺犪狊狊狌狆犲狉犿犪狉犽犲狋狊犪狀犱狉犲狊狋犪狌狉犪狀狋狊

犛犮犺狅狅犾犪犵犲犮犪狉犲犪狀犱犲狀狉犻犮犺犿犲狀狋狆狉狅犵狉犪犿狊

犕狌狊犲狌犿狊

犔狅犮犪犾犺犻狊狋狅狉狔狅狉犵犪狀犻狕犪狋犻狅狀狊

犔犻狋犲狉犪狉狔狅狉犵犪狀犻狕犪狋犻狅狀狊，犫狅狅犽犮犾狌犫狊，

犔狅犮犪犾犿狌狊犻犮犪犾犪狀犱犱狉犪犿犪犵狉狅狌狆狊

犛犮犻犲狀犮犲犪狀犱犲狀狏犻狉狅狀犿犲狀狋犪犾狅狉犵犪狀犻狕犪狋犻狅狀狊

犐狀犱犲狋犲狉犿犻狀犻狀犵狆狅狋犲狀狋犻犪犾狆犪狉狋狀犲狉狊犺犻狆狊，犲犿犫犲犱犱犻狀犵犾犻犫狉犪狉犻犪狀狊犻狀犾狅犮犪犾狅狉犵犪狀犻狕犪狋犻狅狀狊犪犾犾狅狑狊狋犺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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犾犻犫狉犪狉狔狋狅犱犲犿狅狀狊狋狉犪狋犲狏犪犾狌犲犪狀犱犱犻狊犮狅狏犲狉犻狀犱犲狆狋犺犻狀狋犲狉犲狊狋狊狅犳犮狅犿犿狌狀犻狋狔狅狉犵犪狀犻狕犪狋犻狅狀狊

（犌犪犾狊狋狅狀，犆，犎狌犫犲狉，犈．犓．，犑狅犺狀狊狅狀，犓，犪狀犱犔狅狀犵，犃．，２０１２）．犜犺犲犠犻犾犱犲狉犆狅犾犾犪犫狅狉犪狋犻狅狀

犉犪犮狋狅狉狊犐狀狏犲狀狋狅狉狔（犕犪狋狋犲狊狊犻犮犺，犘．，犕狌狉狉犪狔犆犾狅狊犲，犕．，牔犕狅狀狊犲狔，犅．，２００１）犻狊狏犲狉狔犺犲犾狆犳狌犾犻狀

犲狏犪犾狌犪狋犻狀犵狋犺犲狊狌犻狋犪犫犻犾犻狋狔狅犳犮狅犿犿狌狀犻狋狔狅狉犵犪狀犻狕犪狋犻狅狀狊犪狊犪犮狅犾犾犪犫狅狉犪狋犻狏犲狆犪狉狋狀犲狉犳狅狉狋犺犲犾犻犫狉犪狉狔．

犃犳犲犲狅狀犾犻狀犲犻狀狏犲狀狋狅狉狔犻狊犪狏犪犻犾犪犫犾犲狋狅犪狊狊犲狊狊狋犺犲狆狉犲狊犲狀犮犲狅犳狅狉犵犪狀犻狕犪狋犻狅狀犪犾犳犪犮狋狅狉狊狋犺犪狋犪狉犲

犻犿狆狅狉狋犪狀狋犻狀犮狅犾犾犪犫狅狉犪狋犻狅狀．犙狌犲狊狋犻狅狀狊犪狊狊犻狊狋犻狀犲狏犪犾狌犪狋犻狀犵犳犪犮狋狅狉狊狊狌犮犺犪狊犿狌狋狌犪犾狉犲狊狆犲犮狋，

狌狀犱犲狉狊狋犪狀犱犻狀犵犪狀犱狋狉狌狊狋；犪犫犻犾犻狋狔狋狅犮狅犿狆狉狅犿犻狊犲；犿犲犿犫犲狉狊狊犲犲犮狅犾犾犪犫狅狉犪狋犻狅狀犪狊犻狀狋犺犲犻狉狊犲犾犳

犻狀狋犲狉犲狊狋；犿犲犿犫犲狉狊狊犺犪狉犲犪狊狋犪犽犲犻狀犫狅狋犺狆狉狅犮犲狊狊犪狀犱狅狌狋犮狅犿犲；狊犺犪狉犲犱狏犻狊犻狅狀；狊狌犳犳犻犮犻犲狀狋犳狌狀犱狊，

狊狋犪犳犳，犿犪狋犲狉犻犪犾狊，犪狀犱狋犻犿犲；犪狀犱狅狆犲狀犪狀犱犳狉犲狇狌犲狀狋犮狅犿犿狌狀犻犮犪狋犻狅狀．

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犆犪狊犲犛狋狌犱狔犃狆狆犾狔犻狀犵犛狋犲狆狊犻狀狋犺犲犛犐犞犃
犕犪狉犽犲狋犻狀犵犕犻狓　

犆狅犿犿狌狀犻狋犻犲狊狅犳犻狀狋犲狉犲狊狋狋狅犾犻犫狉犪狉犻犲狊犮犪狀犫犲犾犪狉犵犲，犻狀狋犺犲犮犪狊犲狅犳犪狆狌犫犾犻犮犾犻犫狉犪狉狔狊犲狉狏犻狀犵犪狀犲狀狋犻狉犲

犮狅犿犿狌狀犻狋狔，狅狉狊犿犪犾犾犲狉，犳狅狉犲狓犪犿狆犾犲，犪狊狆犲犮犻犪犾犾犻犫狉犪狉狔犻狀犪犳犻狉犿狅狉犮狅狉狆狅狉犪狋犻狅狀，犪狊犮犺狅狅犾犾犻犫狉犪狉狔

犻狀犪狀犲犾犲犿犲狀狋犪狉狔，犿犻犱犱犾犲，狅狉犺犻犵犺狊犮犺狅狅犾，狅狉犪狀犪犮犪犱犲犿犻犮犾犻犫狉犪狉狔犻狀犪犮狅犾犾犲犵犲狅狉狌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犜犺犲

犮犪狊犲狊狋狌犱狔狉犲狆狅狉狋狊狅狀犮狅犾犾犪犫狅狉犪狋犻狏犲狉犲犾犪狋犻狅狀狊犺犻狆狊犱犲狏犲犾狅狆犲犱犫犲狋狑犲犲狀狋犺犲犪犮犪犱犲犿犻犮犾犻犫狉犪狉狔犪狀犱

犮犾犪狊狊狉狅狅犿犳犪犮狌犾狋狔犻狀犪狌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狊犲狋狋犻狀犵．犐狀狋犺犻狊狊犲狋狋犻狀犵，狆犪狉狋狀犲狉狊犺犻狆狆狅狊狊犻犫犻犾犻狋犻犲狊犪狉犲犫狅狋犺犿狅狉犲

犾犻犿犻狋犻狀犵犪狀犱狊狅犿犲狑犺犪狋犲犪狊犻犲狉狋狅犱犲狋犲狉犿犻狀犲犫犲犮犪狌狊犲狅犳狋犺犲 犿狅狉犲犳狅犮狌狊犲犱狀犪狋狌狉犲狅犳狋犺犲

犮狅犿犿狌狀犻狋狔．犎狅狑犲狏犲狉，犪犾犾狅犳狋犺犲狊犪犿犲狆狉犻狀犮犻狆犾犲狊犪狆狆犾狔．

犜犺犻狊犮犪狊犲狊狋狌犱狔犻狊犫犪狊犲犱狌狆狅狀犿狔犾犻犫狉犪狉狔犻狀狊狋狉狌犮狋犻狅狀犲狓狆犲狉犻犲狀犮犲狊犪狋犛犪狀犑狅狊犲犛狋犪狋犲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

（犛犑犛犝）犻狀犛犪狀犑狅狊犲，犆犪犾犻犳狅狉狀犻犪．犛犑犛犝（犺狋狋狆：／／狑狑狑．狊犼狊狌．犲犱狌／犪犫狅狌狋＿狊犼狊狌／）狅犳犳犲狉狊犫犪犮犺犲犾狅狉狊犪狀犱

犿犪狊狋犲狉狊犱犲犵狉犲犲狊犻狀狅狏犲狉１３０犪狉犲犪狊狅犳狊狋狌犱狔．犈狀狉狅犾犾犿犲狀狋犻狀犲犪犮犺狊犲犿犲狊狋犲狉犻狊犪犫狅狌狋３０，０００

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狅狉狋犺犲犲狇狌犻狏犪犾犲狀狋狅犳２０，０００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狋犪犽犻狀犵犪犳狌犾犾犮狅狌狉狊犲犾狅犪犱）．犜犺犲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犔犻犫狉犪狉狔

犺犪狊犾狅狀犵犲犿狆犾狅狔犲犱犪犾犻犫狉犪狉狔犾犻犪犻狊狅狀狊狔狊狋犲犿狑犺犲狉犲犫狔犲犪犮犺犾犻犫狉犪狉犻犪狀犻狊狉犲狊狆狅狀狊犻犫犾犲犳狅狉犱犲狏犲犾狅狆犻狀犵

犮狅狅狆犲狉犪狋犻狏犲狉犲犾犪狋犻狅狀狊狑犻狋犺犳犪犮狌犾狋狔犻狀犪狊狊犻犵狀犲犱犱犲狆犪狉狋犿犲狀狋狊犻狀狋犺犲犪狉犲犪狊狅犳犾犻犫狉犪狉狔犻狀狊狋狉狌犮狋犻狅狀，

犮狅犾犾犲犮狋犻狅狀犿犪狀犪犵犲犿犲狀狋，犪狀犱狉犲狊犲犪狉犮犺．犉狅狉犿犪狀狔狔犲犪狉狊犐狑犪狊犪狊狊犻犵狀犲犱犪狊犎犻狊狋狅狉狔犔犻犪犻狊狅狀．犗狏犲狉

狋犺犲狔犲犪狉狊，犐犳狅狌狀犱狋犺犪狋犳狅狉犿犪犾犾犻犫狉犪狉狔犻狀狊狋狉狌犮狋犻狅狀狆狉犲狊犲狀狋犪狋犻狅狀狊狑犲狉犲犿狅狊狋狌狊犲犳狌犾犻狀狋犲狉犿狊狅犳

犿犪犽犻狀犵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犪狑犪狉犲狋犺犪狋狋犺犲犾犻犫狉犪狉狔狅犳犳犲狉犲犱犪狉犪狀犵犲狅犳狊犲狉狏犻犮犲狊狋犺犪狋犮狅狌犾犱犪狊狊犻狊狋狋犺犲犿犻狀

犮狅犿狆犾犲狋犻狀犵狋犺犲犻狉犮狅狌狉狊犲犪狊狊犻犵狀犿犲狀狋狊．犐狀犳狅狉犿犪犾犮狅狀狏犲狉狊犪狋犻狅狀狊狑犻狋犺狋犺犲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狊犲犲犽犻狀犵犺犲犾狆犪犳狋犲狉

狋犺犲犳狅狉犿犪犾犾犻犫狉犪狉狔犻狀狊狋狉狌犮狋犻狅狀狊犲狊狊犻狅狀狊犺犪犱犪狊犻犵狀犻犳犻犮犪狀狋犻犿狆犪犮狋狌狆狅狀犿狔狏犻犲狑狊犮狅狀犮犲狉狀犻狀犵狋犺犲

狉狅犾犲狅犳犾犻犫狉犪狉狔犻狀狊狋狉狌犮狋犻狅狀．犐犳狅狌狀犱狋犺犪狋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狉犲狋犪犻狀犲犱狏犲狉狔犾犻狋狋犾犲狅犳狋犺犲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狆狉犲狊犲狀狋犲犱

犻狀犿狔犻狀狊狋狉狌犮狋犻狅狀犪犾犾犲犮狋狌狉犲狊，犫狌狋犮犪犿犲狋狅犿犲犫犲犮犪狌狊犲狅犳犿狔犪犱狏狅犮犪犮狔狅犳犾犻犫狉犪狉狔狊犲狉狏犻犮犲狊，狑犺犻犮犺

犮狅狌犾犱狊犪狏犲狋犺犲犿狋犻犿犲犪狀犱狉犲狊狌犾狋犻狀犺犻犵犺犲狉狇狌犪犾犻狋狔犪狊狊犻犵狀犿犲狀狋狊．犜犺狌狊，犐犮犪犿犲狋狅狏犻犲狑犾犻犫狉犪狉狔



９　　　　———

犻狀狊狋狉狌犮狋犻狅狀犪狊犪犱狏狅犮犪犮狔犳狅狉狌狊犲狅犳犾犻犫狉犪狉狔狊犲狉狏犻犮犲狊．犜狅犪狊狊犻狊狋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犻狀犪犮狇狌犻狉犻狀犵犪狀犱犿犪犻狀狋犪犻狀犻狀犵

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犾犻狋犲狉犪犮狔犮狅犿狆犲狋犲狀犮犻犲狊，狋犺犲犿狅狊狋犲犳犳犲犮狋犻狏犲犿犲狋犺狅犱犻狊狀狅狋犾犻犫狉犪狉狔犻狀狊狋狉狌犮狋犻狅狀犫狌狋

犮狅犾犾犪犫狅狉犪狋犻狏犲犪狊狊犻犵狀犿犲狀狋狊狋犺犪狋狑犲狉犲犱犲狏犲犾狅狆犲犱犫犲狋狑犲犲狀犾犻犫狉犪狉犻犪狀犪狀犱犮犾犪狊狊狉狅狅犿狋犲犪犮犺犲狉犪狀犱

狉犲狇狌犻狉犲犱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狋狅犪犮狋狌犪犾犾狔犪狆狆犾狔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犾犻狋犲狉犪犮狔狊犽犻犾犾狊犻狀犮狅犿狆犾犲狋犻狀犵狋犺犲犪狊狊犻犵狀犿犲狀狋狊．

犎狅狑犲狏犲狉，犪狀犻狀狋狉狅犱狌犮狋狅狉狔犻狀狊狋狉狌犮狋犻狅狀狊犲狊狊犻狅狀犳狅犮狌狊犲犱狅狀犮狅犿狆犾犲狋犻狀犵狋犺犲犮犾犪狊狊犪狊狊犻犵狀犿犲狀狋

犱犲犳犻狀犻狋犲犾狔犺犪犱犪狉狅犾犲，犲狊狆犲犮犻犪犾犾狔犻狀犪犱狏狅犮犪狋犻狀犵狋犺犲狌狊犲狅犳犾犻犫狉犪狉狔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狊狅狌狉犮犲狊，犻狀犮犾狌犱犻狀犵

犺犻犵犺狇狌犪犾犻狋狔，犪狌狋犺狅狉犻狋犪狋犻狏犲犠犲犫狊狅狌狉犮犲狊．

犜犪犫犾犲Ⅲ：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犔犻犫狉犪狉狔犐狀狊狋狉狌犮狋犻狅狀犪犾犃犱狏狅犮犪犮狔

犃狆狆犾狔犻狀犵狋犺犲犛犐犞犃犕犪狉犽犲狋犻狀犵犕犻狓

犛狋犲狆１犝狀犱犲狉狊狋犪狀犱犕犪狉犽犲狋狊

犪狀犱犆狌狊狋狅犿犲狉犞犪犾狌犲

犉狅狉犲犪犮犺犪犮犪犱犲犿犻犮犱犲狆犪狉狋犿犲狀狋，犿犲犲狋狑犻狋犺犪犾犾犳狌犾犾狋犻犿犲狋犲犪犮犺犲狉狊狑犻狋犺狅狆犲狀

犲狀犱犲犱犻狀狋犲狉狏犻犲狑狇狌犲狊狋犻狅狀狊犳狅犮狌狊犲犱狅狀狋犺犲犻狉狀犲犲犱狊，狑犪狀狋狊犪狀犱狏犪犾狌犲狊．犛犪犿狆犾犲

狇狌犲狊狋犻狅狀狊：

１．犠犺犪狋犪狉犲狋犺犲犻狉狉犲狊犲犪狉犮犺犻狀狋犲狉犲狊狋狊犪狀犱狋犲犪犮犺犻狀犵狊狆犲犮犻犪犾狋犻犲狊？

２．犎狅狑犺犪狏犲狋犺犲狔狌狊犲犱犾犻犫狉犪狉犻犲狊狋狅犿犲犲狋狋犺犲犻狉狉犲狊犲犪狉犮犺狀犲犲犱狊？犜犺犲犻狉狋犲犪犮犺犻狀犵

狀犲犲犱狊？

３．犠犺犪狋犱犻犱狋犺犲狔犾犻犽犲犪犫狅狌狋犾犻犫狉犪狉狔狊犲狉狏犻犮犲狊？

４．犠犺犪狋狑狅狌犾犱狋犺犲狔犮犺犪狀犵犲犪犫狅狌狋犾犻犫狉犪狉狔狊犲狉狏犻犮犲狊？

５．犇犻犱狋犺犲狔犪狊狊犻犵狀狆犪狆犲狉狊狅狉狆狉狅犼犲犮狋狊犻狀狋犺犲犻狉犮狅狌狉狊犲狊？犐犳狔犲狊，狑犺犻犮犺犮狅狌狉狊犲狊？

６．犇犻犱狋犺犲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犺犪狏犲犪犱犲狇狌犪狋犲狊犽犻犾犾狊犻狀犾狅犮犪狋犻狀犵，狌狊犻狀犵，犪狀犱犲狏犪犾狌犪狋犻狀犵
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狉犲狊狅狌狉犮犲狊？［犎犲狉犲狊狌犵犵犲狊狋犾犻犫狉犪狉狔犻狀狊狋狉狌犮狋犻狅狀，犮狅犾犾犪犫狅狉犪狋犻狏犲

犪狊狊犻犵狀犿犲狀狋狊犻犳犪狆狆狉狅狆狉犻犪狋犲］

犛狋犲狆２犆狉犲犪狋犲 犆狌狊狋狅犿犲狉

犞犪犾狌犲犘狉狅狆狅狊犻狋犻狅狀

犇犲狆犲狀犱犻狀犵狅狀犳犪犮狌犾狋狔狑犪狀狋狊，狀犲犲犱狊，犪狀犱狏犪犾狌犲狊，犲狓狆犾狅狉犲犱犲狏犲犾狅狆犻狀犵犾犻犫狉犪狉狔
犠犲犫犵狌犻犱犲狊犳狅狉犮狅狉犲犮狅狌狉狊犲狊；狅犳犳犲狉犻狀犵犾犻犫狉犪狉狔犻狀狊狋狉狌犮狋犻狅狀犪犾狊犲狊狊犻狅狀狊；犱犲狊犻犵狀犻狀犵
犮狅犾犾犪犫狅狉犪狋犻狏犲犪狊狊犻犵狀犿犲狀狋狊．

犛狋犲狆３犇犲犾犻狏犲狉犆狌狊狋狅犿犲狉

犞犪犾狌犲

犘狉犲狆犪狉犲犾犻犫狉犪狉狔犵狌犻犱犲狊，狅犳犳犲狉犻狀狊狋狉狌犮狋犻狅狀犪犾狊犲狊狊犻狅狀狊，犱犲狏犲犾狅狆犮狅犾犾犪犫狅狉犪狋犻狏犲

犪狊狊犻犵狀犿犲狀狋狊，犪狀犱狊狌狆狆狅狉狋犻狀犱犻狏犻犱狌犪犾狊狋狌犱犲狀狋狉犲狊犲犪狉犮犺犪狊狀犲犲犱犲犱，狑犪狀狋犲犱，犪狀犱

狏犪犾狌犲犱犫狔犻狀犱犻狏犻犱狌犪犾犱犲狆犪狉狋犿犲狀狋犪犾犳犪犮狌犾狋狔．

犛狋犲狆４犕犲犪狊狌狉犲狋犺犲犞犪犾狌犲

犇犲犾犻狏犲狉犲犱

犃犱犿犻狀犻狊狋犲狉犪狀犱犪狀犪犾狔狕犲狊犺狅狉狋狊狋狌犱犲狀狋犳犲犲犱犫犪犮犽狊狌狉狏犲狔狊犪犳狋犲狉犲犪犮犺犻狀狊狋狉狌犮狋犻狅狀犪犾

狊犲狊狊犻狅狀．　

犉犪犮狌犾狋狔狉犲狏犻犲狑狅犳犾犻犫狉犪狉狔犠犲犫犵狌犻犱犲狊．犈狀犮狅狌狉犪犵犲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狌犵犵犲狊狋犻狅狀狊犳狅狉

犮犺犪狀犵犲狊犻狀犾犻犫狉犪狉狔犵狌犻犱犲狊．

犃狋犲狀犱狅犳犮犾犪狊狊狑犻狋犺犮狅犾犾犪犫狅狉犪狋犻狏犲犪狊狊犻犵狀犿犲狀狋狊，犱犻狊犮狌狊狊狊狌犮犮犲狊狊犪狀犱犳犪犻犾狌狉犲狊

犳狉狅犿狋犲犪犮犺犲狉狊狆狅犻狀狋狅犳狏犻犲狑．犃犱犿犻狀犻狊狋犲狉犪狀犱犪狀犪犾狔狕犲狊狋狌犱犲狀狋犳犲犲犱犫犪犮犽

狊狌狉狏犲狔狅狀犾犲犪狉狀犻狀犵犪狊狉犲狊狌犾狋狅犳犪狊狊犻犵狀犿犲狀狋．犘狉狅狏犻犱犲犻狀狆狌狋狅狀狌狊犲狅犳

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狊狅狌狉犮犲狊犻狀狋犺犲狆犪狆犲狉犪狀犱犫犻犫犾犻狅犵狉犪狆犺狔，犻狀犮犾狌犱犻狀犵犪狆狆狉狅狆狉犻犪狋犲

狇狌犪犾犻狋狔狅犳狊狅狌狉犮犲狊犪狀犱犪犮犮狌狉犪犮狔狅犳犮犻狋犻狀犵狊狅狌狉犮犲狊．

犆狅犾犾犲犮狋狊狋犪狋犻狊狋犻犮狊狅狀狀狌犿犫犲狉狅犳犾犻犫狉犪狉狔狊犲狊狊犻狅狀狊，狌狊犲狅犳犠犲犫犵狌犻犱犲狊．

犕犪犻狀狋犪犻狀犪犾狅犵狅犳犪狊狊犻狊狋犪狀犮犲狑犻狋犺狊狆犲犮犻犪犾犻狕犲犱狉犲狊犲犪狉犮犺狇狌犲狊狋犻狅狀狊犪狀犱犪狀狊狑犲狉犻狀犵

狊狌犮犮犲狊狊．



——— １０　　　

犜犪犫犾犲Ⅳ：犘狌犫犾犻犮犔犻犫狉犪狉狔犐狀狊狋狉狌犮狋犻狅狀犪犾犃犱狏狅犮犪犮狔

犃狆狆犾狔犻狀犵狋犺犲犛犐犞犃犕犪狉犽犲狋犻狀犵犕犻狓

犛狋犲狆１犝狀犱犲狉狊狋犪狀犱犕犪狉犽犲狋狊

犪狀犱犆狌狊狋狅犿犲狉犞犪犾狌犲

犐犱犲狀狋犻犳狔犿犪犻狀狋犪狉犵犲狋犪狌犱犻犲狀犮犲狊犪狀犱狉犲狆狉犲狊犲狀狋犪狋犻狏犲犮狅犿犿狌狀犻狋狔犵狉狅狌狆狊犮犪狀犫犲

犳狅狉犿犪犾狅狉犻狀犳狅狉犿犪犾狅狉犵犪狀犻狕犪狋犻狅狀狊

犗犳犳犲狉犻狀狊狋狉狌犮狋犻狅狀犪犾狊犲狊狊犻狅狀狊狋狅犲犪犮犺狅犳狋犺犲狊犲犵狉狅狌狆狊

犆狅狀犱狌犮狋犻狀犳狅狉犿犪犾犳狅犮狌狊犵狉狅狌狆狊犲狊狊犻狅狀狊犪犳狋犲狉犻狀狊狋狉狌犮狋犻狅狀犪犾狊犲狊狊犻狅狀狊狋狅狅犫狋犪犻狀

犳犲犲犱犫犪犮犽狅狀犮狌狊狋狅犿犲狉狑犪狀狋狊，狀犲犲犱狊犪狀犱狏犪犾狌犲狊

犛狋犲狆２犆狉犲犪狋犲 犆狌狊狋狅犿犲狉

犞犪犾狌犲犘狉狅狆狅狊犻狋犻狅狀

犚犲狏犻犲狑狆狉犻犿犪狉狔狑犪狀狋狊，狀犲犲犱狊，犪狀犱狏犪犾狌犲狊狅犳犮狅犿犿狌狀犻狋狔犵狉狅狌狆狊犪狀犱犻犱犲狀狋犻犳狔
狅狉犵犪狀犻狕犪狋犻狅狀犪犾犪狊狊犲狋狊犪狀犱狉犲狊狅狌狉犮犲狊狋犺犪狋犮狅狌犾犱犫犲犳狅犮狌狊犲犱狅狀犿犲犲狋犻狀犵狑犪狀狋狊，

狀犲犲犱狊犪狀犱狏犪犾狌犲狊．

犈狏犪犾狌犪狋犲狋犺犲狆狅狋犲狀狋犻犪犾犮狅犿犿狌狀犻狋狔狆犪狉狋狀犲狉狊犺犻狆狊犪狀犱狊犲犾犲犮狋狋犺犲犿狅狊狋狆狉狅犿犻狊犻狀犵

狅狀犲狊［狀狌犿犫犲狉狊犲犾犲犮狋犲犱犿犪狔犱犲狆犲狀犱狅狀犮狅犿犫犻狀犲犱狅狉犵犪狀犻狕犪狋犻狅狀犪犾狉犲狊狅狌狉犮犲狊］

犛狋犲狆３犇犲犾犻狏犲狉犆狌狊狋狅犿犲狉

犞犪犾狌犲

犈犿犫犲犱犪犾犻犫狉犪狉犻犪狀犻狀犲犪犮犺狊犲犾犲犮狋犲犱犮狅犿犿狌狀犻狋狔狅狉犵犪狀犻狕犪狋犻狅狀

犐狀犮狅犾犾犪犫狅狉犪狋犻狅狀狑犻狋犺犲犪犮犺犮狅犿犿狌狀犻狋狔狅狉犵犪狀犻狕犪狋犻狅狀，犱犲狊犻犵狀犪狀犱犻犿狆犾犲犿犲狀狋

狆犻犾狅狋狆狉狅犼犲犮狋狊犳狅狉犲犪犮犺犮狅犿犿狌狀犻狋狔狆犪狉狋狀犲狉狊犺犻狆．

犉狅犾犾狅狑狋犺犲狊犲狊狋犲狆狊犳狅狉犱犲狊犻犵狀犻狀犵犪狀犱犻犿狆犾犲犿犲狀狋犻狀犵狋犺犲狆犻犾狅狋狆狉狅犼犲犮狋：

１．犐犱犲狀狋犻犳狔狋犺犲狆狉狅犫犾犲犿狋犺犪狋狀犲犲犱狊犪狋狋犲狀狋犻狅狀

２．犇犲犳犻狀犲狋犺犲狏犪狉犻狅狌狊狑犪狔狊狋狅狊狅犾狏犲狋犺犲狆狉狅犫犾犲犿

３．犛犲犾犲犮狋狋犺犲狆狉狅犮犲狊狊狋犺犪狋犪狆狆犲犪狉狊狋狅犺犪狏犲狋犺犲犵狉犲犪狋犲狊狋犮犺犪狀犮犲狅犳狑狅狉犽犻狀犵

４．犛犲狋狅狌狋狋犺犲犮狉犻狋犲狉犻犪犪犵犪犻狀狊狋狑犺犻犮犺狋狅犿犲犪狊狌狉犲狋犺犲狊狌犮犮犲狊狊狅犳狋犺犲狊狆犲犮犻犳犻犮

狆狉狅犫犾犲犿狊狅犾狏犻狀犵犲犳犳狅狉狋狊

５．犆犪狉狉狔狅狌狋狋犺犲犲犳犳狅狉狋

（犆狅狀狋犻狀狌犲犱犻狀犛狋犲狆４）

犛狋犲狆４犕犲犪狊狌狉犲狋犺犲犞犪犾狌犲

犇犲犾犻狏犲狉犲犱

６．犈狏犪犾狌犪狋犲狑犺犪狋狅犮犮狌狉狊

７．犚犲犳犾犲犮狋狌狆狅狀狑犺犲狋犺犲狉狋犺犲狉犲狊狌犾狋狊犺犪狏犲狊狅犾狏犲犱狋犺犲狆狉狅犫犾犲犿狋狅犪狊犪狋犻狊犳犪犮狋狅狉狔

犱犲犵狉犲犲（犠犪狋狊狅狀犅狅狅狀犲，２０００）

犆狅狀犮犾狌狊犻狅狀

犆狅狀犱狌犮狋犻狀犵狆犻犾狅狋狆狉狅犵狉犪犿狊犻狀犮狅犾犾犪犫狅狉犪狋犻狅狀狑犻狋犺犪犳犪犮狌犾狋狔犿犲犿犫犲狉狅狉犪狆犪狉狋狀犲狉狅狉犵犪狀犻狕犪狋犻狅狀犻狀

狋犺犲犮狅犿犿狌狀犻狋狔犪犾犾狅狑狊犾犻犫狉犪狉犻犲狊狋狅狉犲犪犮犺狅狌狋狋狅犮狅犿犿狌狀犻狋犻犲狊狅犳犻狀狋犲狉犲狊狋．犜犺狉狅狌犵犺犾犻犫狉犪狉狔

犻狀狊狋狉狌犮狋犻狅狀犪狊犪犱狏狅犮犪犮狔，犾犻犫狉犪狉犻犲狊犮犪狀犲狀犵犪犵犲犿犲犿犫犲狉狊狅犳狋犺犲犻狉狌狀犻狇狌犲犮狅犿犿狌狀犻狋犻犲狊犪狀犱犵犪犻狀

狋犺犲犻狉狅狀犵狅犻狀犵犻狀狏狅犾狏犲犿犲狀狋犪狀犱狊狌狆狆狅狉狋犳狅狉犽犲狔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狏犪犾狌犲狊，狊狌犮犺犪狊犾犻狋犲狉犪犮狔，狉犲犪犱犻狀犵，

犲犱狌犮犪狋犻狅狀，犪狀犱狆狉犲狊犲狉狏犪狋犻狅狀狅犳犾狅犮犪犾犪狉狋狊犪狀犱犮狌犾狋狌狉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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犚犲犳犲狉犲狀犮犲狊

［１］犃犫狅狔犪犱犲，犅．犗．（１９８７）．犜犺犲狆狉狅狏犻狊犻狅狀狅犳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犳狅狉狉狌狉犪犾犱犲狏犲犾狅狆犿犲狀狋．犐犫犪犱犪狀：犉狅狌狀狋犪犻狀

犘狌犫犾犻犮犪狋犻狅狀狊．

［２］犃犿犲狉犻犮犪狀犔犻犫狉犪狉狔犃狊狊狅犮犻犪狋犻狅狀．（１９８９）．犘狉犲狊犻犱犲狀狋犻犪犾犆狅犿犿犻狋狋犲犲狅狀犐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犔犻狋犲狉犪犮狔：犉犻狀犪犾

狉犲狆狅狉狋．犆犺犻犮犪犵狅：犃犿犲狉犻犮犪狀犔犻犫狉犪狉狔犃狊狊狅犮犻犪狋犻狅狀，犚犲狋狉犻犲狏犲犱犳狉狅犿：犺狋狋狆：／／狑狑狑．犪犾犪．狅狉犵／犪犮狉犾／

狆狌犫犾犻犮犪狋犻狅狀狊／狑犺犻狋犲狆犪狆犲狉狊／狆狉犲狊犻犱犲狀狋犻犪犾狅狀８／２９／１２．

［３］犅犾犪犽犲，犅．，犕犪狉狋犻狀，犚．犛．牔犇狌，犢．（２００４）．犛狌犮犮犲狊狊犳狌犾犆狅犿犿狌狀犻狋狔犗狌狋狉犲犪犮犺．犖犢：犖犲犪犾

犛犮犺狌犿犪狀．

［４］犅犾犻犵犺，犇．犃．（２０００）．犠犺犪狋狊狋犺犲狌狊犲狅犳犾犲犮狋狌狉犲狊？犛犪狀犉狉犪狀犮犻狊犮狅：犑狅狊狊犲狔犅犪狊狊．

［５］犇犲狏，犆．犛．牔犛犮犺狌犾狋狕，犇．犈．（２００５犪）．犐狀狋犺犲犿犻狓：犃犮狌狊狋狅犿犲狉犳狅犮狌狊犲犱犪狆狆狉狅犪犮犺犮犪狀犫狉犻狀犵狋犺犲

犮狌狉狉犲狀狋犿犪狉犽犲狋犻狀犵犿犻狓犻狀狋狅狋犺犲２１狊狋犮犲狀狋狌狉狔．犕犪狉犽犲狋犻狀犵犕犪狀犪犵犲犿犲狀狋，１４（１），１６—２２．

［６］犇犲狏，犆．犛．牔犛犮犺狌犾狋狕，犇．犈．（２００５犫）．犛犻犿狆犾狔犛犐犞犃：犌犲狋狉犲狊狌犾狋狊狑犻狋犺狋犺犲狀犲狑犿犪狉犽犲狋犻狀犵犿犻狓．

犕犪狉犽犲狋犻狀犵犕犪狀犪犵犲犿犲狀狋，１４（２），３６—４４．

［７］犌犪犾狊狋狅狀，犆，犎狌犫犲狉，犈．犓．，犑狅犺狀狊狅狀，犓，犪狀犱犔狅狀犵，犃．，（２０１２）．犆狅犿犿狌狀犻狋狔狉犲犳犲狉犲狀犮犲：犕犪犽犻狀犵犾犻犫狉犪狉犻犲狊

犻狀犱犻狊狆犲狀狊犪犫犾犲犻狀犪狀犲狑狑犪狔．犃犿犲狉犻犮犪狀犔犻犫狉犪狉犻犲狊，４３（５／６），４６—５０．犚犲狋狉犻犲狏犲犱犳狉狅犿：犺狋狋狆：／／

犪犿犲狉犻犮犪狀犾犻犫狉犪狉犻犲狊犿犪犵犪狕犻狀犲．狅狉犵／犳犲犪狋狌狉犲狊／０６１３２０１２／犮狅犿犿狌狀犻狋狔狉犲犳犲狉犲狀犮犲犿犪犽犻狀犵犾犻犫狉犪狉犻犲狊犻狀犱犻狊

狆犲狀狊犪犫犾犲狀犲狑狑犪狔狅狀８／３０／１２．　

［８］犐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犆犻狋狔／犆狅狌狀狋狔犕犪狀犪犵犲犿犲狀狋犃狊狊狅犮犻犪狋犻狅狀（犐犆犕犃）．（２０１１）．犕犪狓犻犿犻狕犲狋犺犲狆狅狋犲狀狋犻犪犾狅犳

狔狅狌狉狆狌犫犾犻犮犾犻犫狉犪狉狔：犃狉犲狆狅狉狋狅狀狋犺犲犻狀狀狅狏犪狋犻狏犲狑犪狔狊犾犻犫狉犪狉犻犲狊犪狉犲犪犱犱狉犲狊狊犻狀犵犮狅犿犿狌狀犻狋狔狆狉犻狅狉犻狋犻犲狊．

犚犲狋狉犻犲狏犲犱犳狉狅犿：犺狋狋狆：／／犻犮犿犪．狅狉犵／犲狀／犘犪犵犲／１００００９／犐犆犕犃＿犘狌犫犾犻犮＿犔犻犫狉犪狉狔＿犐狀狀狅狏犪狋犻狅狀狊＿犘狉狅犵狉犪犿

狅狀８／３０／１２．

［９］犓犻犲狑狉犪，犓．犃．（２００２）．犎狅狑犮犾犪狊狊狉狅狅犿狋犲犪犮犺犲狉狊犮犪狀犺犲犾狆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犾犲犪狉狀犪狀犱狋犲犪犮犺狋犺犲犿犺狅狑狋狅

犾犲犪狉狀．犜犺犲狅狉狔犐狀狋狅犘狉犪犮狋犻犮犲，４１（２），７１—８０．

［１０］犔犻狋犲狉犪犮狔／犃犿犲狉犻犮犪狀犔犻犫狉犪狉狔犃狊狊狅犮犻犪狋犻狅狀（狀．犱．）．犚犲狋狉犻犲狏犲犱犳狉狅犿犺狋狋狆：／／狑狑狑．犪犾犪．狅狉犵／犪犱狏狅犮犪犮狔／

犾犻狋犲狉犪犮狔狅狀８／２９／１２．

［１１］犕犪狋狋犲狊狊犻犮犺，犘．，犕狌狉狉犪狔犆犾狅狊犲，犕．，牔 犕狅狀狊犲狔，犅．（２００１）．犠犻犾犱犲狉犆狅犾犾犪犫狅狉犪狋犻狅狀犉犪犮狋狅狉狊

犐狀狏犲狀狋狅狉狔．犛狋．犘犪狌犾，犕犖：犠犻犾犱犲狉犚犲狊犲犪狉犮犺．犚犲狋狉犻犲狏犲犱犳狉狅犿犺狋狋狆：／／狑狑狑．狑犻犾犱犲狉．狅狉犵／犠犻犾犱犲狉

犚犲狊犲犪狉犮犺／犚犲狊犲犪狉犮犺犛犲狉狏犻犮犲狊／犘犪犵犲狊／犠犻犾犱犲狉犆狅犾犾犪犫狅狉犪狋犻狅狀犉犪犮狋狅狉狊犐狀狏犲狀狋狅狉狔．犪狊狆狓狅狀８／３０／１２．

［１２］犠犪狋狊狅狀犅狅狅狀犲，犚．（２０００）．犃犮犪犱犲犿犻犮犾犻犫狉犪狉犻犪狀狊犪狊狆狉犪犮狋犻狋犻狅狀犲狉狉犲狊犲犪狉犮犺犲狉狊．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犃犮犪犱犲犿犻犮

犔犻犫狉犪狉犻犪狀狊犺犻狆，２６（２），８５—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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犑狅犅犲犾犾犠犺犻狋犾犪狋犮犺

犉犪犮狌犾狋狔犈犿犲狉犻狋狌狊

犛犪狀犑狅狊犲犛狋犪狋犲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

犛犪狀犑狅狊犲，犆犃

犈犿犪犻犾：犼狅犫犲犾犾狑＠犵犿犪犻犾．犮狅犿

乔贝尔·惠特拉齐，名誉退休教授，圣何塞州立大学，圣何塞，加州。

电子邮箱：犼狅犫犲犾犾狑＠犵犿犪犻犾．犮狅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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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学生们得以看见：关于如何使用

学校图书馆的介绍活动

□ `a·bcd+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犜犺犻狊狆犪狆犲狉狅狌狋犾犻狀犲狊狋犺犲

狆犺犻犾狅狊狅狆犺狔犪狀犱 狆狉狅犮犲犱狌狉犲犳狅狉犪

狊狌犮犮犲狊狊犳狌犾狊犮犺狅狅犾犾犻犫狉犪狉狔犿犲犱犻犪狅狉犻

犲狀狋犪狋犻狅狀犪犮狋犻狏犻狋狔狌狊犲犱犻狀 犌狉犲犲狀

狑犻犮犺，犆狅狀狀犲犮狋犻犮狌狋，犝．犛．犃．犪狋狋犺犲

犌狉犲犲狀狑犻犮犺 犎犻犵犺 犛犮犺狅狅犾 犔犻犫狉犪狉狔

犕犲犱犻犪犆犲狀狋犲狉．犜犺犲犱犲狊犮狉犻犫犲犱犮狅犾

犾犪犫狅狉犪狋犻狏犲犾犲狊狊狅狀犱犲犿狅狀狊狋狉犪狋犲狊犺狅狑

狋狅犻狀狋犲犵狉犪狋犲狏犪狉犻狅狌狊狋犲犮犺狀狅犾狅犵犻犲狊

犪狀犱犿犲犱犻犪犳狅狉犲狀犵犪犵犻狀犵狊犲犮狅狀犱犪狉狔

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犻狀犪狀犻狀狋犲狉犪犮狋犻狏犲犾犲犪狉狀犻狀犵

犲狓狆犲狉犻犲狀犮犲．犃狀犱，狅犳犳犲狉狊狑犪狔狊狋狅

犪犱犪狆狋犻狋狌狊犻狀犵狋犺犲犫犪狊犻犮狊狋狉狌犮狋狌狉犲狋狅

狊犮犺狅狅犾犾犻犫狉犪狉犻犲狊狅犳狏犪狉犻狅狌狊狊犻狕犲狊，

狊犲狋狋犻狀犵狊，犪狀犱狉犲狊狅狌狉犮犲狊．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犛犮犺狅狅犾犾犻犫狉犪狉犻犲狊；犗狉犻犲狀

狋犪狋犻狅狀；犐狀狋犲狉犪犮狋犻狏犲犪犮狋犻狏犻狋狔；犜犲犮犺

狀狅犾狅犵狔犻狀狋犲犵狉犪狋犻狅狀

çèé针对美国康涅狄格州格林
威治高中图书馆多媒体中心成功

举办的借助多媒体设备做关于如

何使用图书馆的介绍活动，本文

概述了开办该介绍活动的基本原

理和具体步骤。本文所描述的介

绍课程展示了如果将各种技术和

犅犪犮犽犵狉狅狌狀犱

犌狉犲犲狀狑犻犮犺犎犻犵犺犛犮犺狅狅犾犔犻犫狉犪狉狔犿犲犱犻犪狊狆犲犮犻犪犾犻狊狋狊犻狀犌狉犲犲狀狑犻犮犺，

犆狅狀狀犲犮狋犻犮狌狋，犝．犛．犃．犱犲狏犲犾狅狆犲犱 狋犺犻狊 犪犮狋犻狏犻狋狔 犪狊犾犻犫狉犪狉狔

狅狉犻犲狀狋犪狋犻狅狀犳狅狉犪犾犾狀犲狑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犘狉犻犿犪狉犻犾狔，狋犺犲狊犲犪狉犲犻狀

犮狅犿犻狀犵狀犻狀狋犺犵狉犪犱犲狉狊狑犺狅犪狉犲犳狅狌狉狋犲犲狀犪狀犱犳犻犳狋犲犲狀狔犲犪狉狊狅犾犱．

犜犺犲狊犮犺狅狅犾犺狅狌狊犲狊２，３００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犻狀犵狉犪犱犲狊９—１２．犜犺犲狉犲犪狉犲

犳狅狌狉狆狉狅犳犲狊狊犻狅狀犪犾犾犻犫狉犪狉狔犿犲犱犻犪狊狆犲犮犻犪犾犻狊狋狊，狑犺狅狊犺犪狉犲狋犺犲犾狅犪犱

狅犳犮狅狅狆犲狉犪狋犻狏犲狆犾犪狀狀犻狀犵犪狀犱狋犲犪犮犺犻狀犵，犪狊狑犲犾犾犪狊犪犾犻犫狉犪狉狔

狊狌狆狆狅狉狋狊狋犪犳犳．犜犺犲狊犮犺狅狅犾狌狊犲狊犪狉狅狋犪狋犻狀犵犫犾狅犮犽狊犮犺犲犱狌犾犲狅犳

狊犲狏犲狀犫犾狅犮犽狊狅犳犮犾犪狊狊犲狊狑犻狋犺狅狀犾狔狊犻狓犿犲犲狋犻狀犵狆犲狉犱犪狔．犈犪犮犺犱犪狔

犪犫犾狅犮犽犻狊犱狉狅狆狆犲犱．犜犲犪犮犺犲狉狊犺犪狏犲狅狀犲犱犪犻犾狔狆犾犪狀狀犻狀犵犫犾狅犮犽

狑犺犻犮犺犮犪狀犪犾狊狅犫犲狅狀狋犺犲犱狉狅狆狆犲犱犱犪狔．犆狅狀狊犲狇狌犲狀狋犾狔，狋犺犻狊

犫犾狅犮犽犻狊狆狉犲犮犻狅狌狊狋犻犿犲犳狅狉狋犲犪犮犺犲狉狊，狊狅犿犲犲狋犻狀犵狊狉犲犵狌犾犪狉犾狔狋犪犽犲

狆犾犪犮犲犫犲犳狅狉犲狅狉犪犳狋犲狉狊犮犺狅狅犾狅狉狅狏犲狉犾狌狀犮犺．犕犲犱犻犪狊狆犲犮犻犪犾犻狊狋狊

犪狀犱狋犲犪犮犺犲狉狊犿犲犲狋狅犳狋犲狀狋狅犮狅狅狆犲狉犪狋犻狏犲犾狔狆犾犪狀犾犲狊狊狅狀狊犪狀犱

犪犮狋犻狏犻狋犻犲狊犳狅狉狋犺犲犻狉狊狋狌犱犲狀狋狊．

犃犱犿犻狀犻狊狋狉犪狋犻狅狀犪狀犱狋犲犪犮犺犲狉狊狌狆狆狅狉狋犻狊犲狓犮犲犾犾犲狀狋．犔犻犫狉犪狉狔犿犲犱犻犪

狊狆犲犮犻犪犾犻狊狋狊犺犪狏犲犫犲犲狀狆犪狉狋狅犳狋犺犲犮狌狉狉犻犮狌犾狌犿狆犾犪狀狀犻狀犵犳狅狉犪犾狅狀犵

狋犻犿犲．犜犺犲狔犪狉犲犳狌犾犾狆犪狉狋犻犮犻狆犪狀狋狊狅狀狊犮犺狅狅犾犮狅犿犿犻狋狋犲犲狊，狊狌狆犲狉狏犻狊犲



——— １４　　　

　　　　　多媒体结合起来使得二年级学生

得到更具交互性的学习体验。同

时，本文还提供了将此种模式运

用到不同规模的学校图书馆的

方法。

êëìé学校图书馆，介绍活动，
交互性活动，技术整合

犪狀犱狊狆狅狀狊狅狉狊犮犺狅狅犾犮犾狌犫狊犪狀犱犪犮狋犻狏犻狋犻犲狊犳狅狉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犪狀犱

狆犪狉狋犻犮犻狆犪狋犲犪狊犲狇狌犪犾犿犲犿犫犲狉狊狅犳狋犺犲狋犲犪犮犺犻狀犵犳犪犮狌犾狋狔．犃犾犾

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狊犲犪狉犮犺犻狀犵犪狀犱狉犲狊犲犪狉犮犺狊犽犻犾犾狊犪狉犲狋犪狌犵犺狋犻狀狉犲犾犪狋犻狅狀

狋狅狊狆犲犮犻犳犻犮犮狌狉狉犻犮狌犾狌犿犪狊狊犻犵狀犿犲狀狋狊．犜犲犪犮犺犲狉狊犫狉犻狀犵狋犺犲犻狉犮犾犪狊狊犲狊

狉犲犵狌犾犪狉犾狔狋狅狋犺犲犔犻犫狉犪狉狔犕犲犱犻犪犆犲狀狋犲狉．犜犺犲犳犪犮犻犾犻狋狔犻狊狑犲犾犾狌狊犲犱

犫狅狋犺犱狌狉犻狀犵狋犺犲狊犮犺狅狅犾犱犪狔犪狀犱犫犲犳狅狉犲犪狀犱犪犳狋犲狉狊犮犺狅狅犾犪狊

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犮狅狀狋犻狀狌犲狋犺犲犻狉狊狋狌犱犻犲狊犪狀犱狌狊犲犻狋犳狅狉犾犲犻狊狌狉犲狉犲犪犱犻狀犵．

犛狆犲犮犻犪犾狊犿犪犾犾狊犲犿犻狀犪狉犪狀犱犮狅犿狆狌狋犲狉狉狅狅犿狊犺狅狊狋犿犲犲狋犻狀犵狊狅犳

犫狅狋犺犳犪犮狌犾狋狔犪狀犱狊狋狌犱犲狀狋犵狉狅狌狆狊．

犜犺犲狆犺犻犾狅狊狅狆犺狔犪狀犱狆狉狅犮犲犱狌狉犲狅犳犌狉犲犲狀狑犻犮犺犎犻犵犺犛犮犺狅狅犾狊

狀犻狀狋犺犵狉犪犱犲狅狉犻犲狀狋犪狋犻狅狀犻狊犪狉犲狊狌犾狋狅犳狋犺犲犮狉犲犪狋犻狏犲狌狊犲狅犳狏犪狉犻狅狌狊

狋犲犮犺狀狅犾狅犵犻犲狊犪狀犱狅狉犻犵犻狀犪犾犾狔犻狀犮犾狌犱犲犱犪狊犲狊狊犻狅狀犻狀狋犺犲狋犲犾犲狏犻狊犻狅狀

狊狋狌犱犻狅．犗狏犲狉狋犺犲狔犲犪狉狊犪狊狋犲犮犺狀狅犾狅犵狔犺犪狊犮犺犪狀犵犲犱，狋犺犲犾犲狊狊狅狀

犺犪狊犫犲犲狀犪犱犪狆狋犲犱犪狊狑犲犾犾．犐狋犺犪狊犪犾狊狅犫犲犲狀狌狊犲犱犻狀狊犿犪犾犾犲狉

狊犮犺狅狅犾狊犫狅狋犺犻狀狋犺犲犝狀犻狋犲犱犛狋犪狋犲狊犪狀犱犪犫狉狅犪犱．

犘犾犪狀狀犻狀犵

犃犳狋犲狉狊犲犲犻狀犵狋犺犲犾狅狅犽狊狅狀狋犺犲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犳犪犮犲狊犱狌狉犻狀犵狆犪狊狋犾犻犫狉犪狉狔

狅狉犻犲狀狋犪狋犻狅狀狊犲狊狊犻狅狀狊，狋犺犲 犌狉犲犲狀狑犻犮犺 犎犻犵犺 犛犮犺狅狅犾犔犻犫狉犪狉狔

犿犲犱犻犪狊狆犲犮犻犪犾犻狊狋狊，犽狀犲狑犻狋 狑犪狊狋犻犿犲狋狅犮犺犪狀犵犲犪狀犱狋狉狔

狊狅犿犲狋犺犻狀犵狀犲狑．犉狅狉犿犲狉犾犲狊狊狅狀狊犻狀犮犾狌犱犲犱狋狉犲犪狊狌狉犲犺狌狀狋狊，犿犲犱犻犪

狊犲犪狉犮犺犲狊，犘狅狑犲狉犘狅犻狀狋，犪狀犱犲狓狋狉犪犮狉犲犱犻狋犵狉犪狀狋犲犱犫狔狋犲犪犮犺犲狉狊．

犃犾犾狑犲狉犲犫狅狉犻狀犵，狋犻狉犲狊狅犿犲犪狀犱狆犾犪犮犲犱狑狅狉犽狅狀狋犺犲犿犲犱犻犪

狊狆犲犮犻犪犾犻狊狋狊犪狀犱狋犲犪犮犺犲狉狊狉犪狋犺犲狉狋犺犪狀犻狀狏狅犾狏犻狀犵狋犺犲狊狋狌犱犲狀狋狊．

犖狅狀犲狑犲狉犲犲犳犳犲犮狋犻狏犲狅狉犲狀犵犲狀犱犲狉犲犱犲狀狋犺狌狊犻犪狊犿犳狅狉狋犺犲犔犻犫狉犪狉狔

犕犲犱犻犪犆犲狀狋犲狉．犜犺犲犾犻犫狉犪狉狔犿犲犱犻犪狊狆犲犮犻犪犾犻狊狋狊狑犪狀狋犲犱狋狅狋狉狔犪

狀犲狑犪狆狆狉狅犪犮犺犪狀犱狅狀犲狋狅犲狀犵犪犵犲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犜犺犲狔狋犪犾犽犲犱狑犻狋犺

狋犲犪犮犺犲狉狊犪狀犱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犪狀犱犮狅狀犳犲狉狉犲犱狑犻狋犺犲犪犮犺狅狋犺犲狉．犉狅狉

狊犲狏犲狉犪犾狔犲犪狉狊犪犾犾狀犻狀狋犺犵狉犪犱犲犈狀犵犾犻狊犺狋犲犪犮犺犲狉狊犺犪犱犪犵狉犲犲犱狋狅

犫狉犻狀犵狋犺犲犻狉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犻狀狋狅狋犺犲犔犻犫狉犪狉狔犕犲犱犻犪犆犲狀狋犲狉犲犪狉犾狔犻狀狋犺犲

犳犪犾犾犳狅狉狅狀犲犮犾犪狊狊狆犲狉犻狅犱．犃狊狀犲狑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狋狅狋犺犻狊犾犪狉犵犲犺犻犵犺

狊犮犺狅狅犾，狋犺犲狔狉犲狇狌犻狉犲犱犪狀犻狀狋狉狅犱狌犮狋犻狅狀狋狅狋犺犲犾犻犫狉犪狉狔犪狀犱犻狋狊

犿犪狀狔狉犲狊狅狌狉犮犲狊．犜犺犲犵狅犪犾狊狑犲狉犲狋狅狆狉狅狏犻犱犲犪狀犲狀犼狅狔犪犫犾犲犪狀犱



１５　　　 ———

　　　　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狏犲犻狀狋狉狅犱狌犮狋犻狅狀狋狅：

●　犜犺犲狆犺狔狊犻犮犪犾犾犪狔狅狌狋狅犳狋犺犲犔犻犫狉犪狉狔犕犲犱犻犪犆犲狀狋犲狉．

●　犜犺犲狉犲狊狅狌狉犮犲狊犪狏犪犻犾犪犫犾犲犻狀狋犺犻狊犾犪狉犵犲犳犪犮犻犾犻狋狔．

●　犜犺犲狊狌狆狆狅狉狋犻狏犲狉狅犾犲狅犳狋犺犲犔犻犫狉犪狉狔犕犲犱犻犪犆犲狀狋犲狉犻狀狋犺犲犻狉犮狌狉狉犻犮狌犾狌犿狑狅狉犽．

●　犜犺犲狑犲犾犮狅犿犻狀犵犪狀犱犺犲犾狆犳狌犾犾犻犫狉犪狉狔犿犲犱犻犪狊狋犪犳犳．

●　犜犺犲犔犻犫狉犪狉狔犕犲犱犻犪犆犲狀狋犲狉犪狊犪狆犾犪犮犲狋狅狊狆犲狀犱犮狅犮狌狉狉犻犮狌犾犪狉犪狀犱犾犲犻狊狌狉犲狋犻犿犲．

犐狀狊狋狉狌犮狋犻狅狀犻狀狉犲狊犲犪狉犮犺犪狀犱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犳犻狀犱犻狀犵狊犽犻犾犾狊犪狀犱狌狊犻狀犵狊狆犲犮犻犳犻犮狉犲狊狅狌狉犮犲狊狊狌犮犺犪狊狋犺犲

狀狌犿犲狉狅狌狊犱犪狋犪犫犪狊犲狊犪狉犲狀狅狋狅犫犼犲犮狋犻狏犲狊犻狀狋犺犻狊犾犲狊狊狅狀．犜犺犲狔犪狉犲狋犪狌犵犺狋犻狀犮狅狀犼狌狀犮狋犻狅狀狑犻狋犺

犮狌狉狉犻犮狌犾狌犿犪狊狊犻犵狀犿犲狀狋狊犻狀狏犪狉犻狅狌狊狊狌犫犼犲犮狋狊犪狀犱犵狉犪犱犲犾犲狏犲犾狊．

犘狉狅犮犲犱狌狉犲

犜犺犲犮犾犪狊狊狑犻狋犺狋犺犲犻狉狋犲犪犮犺犲狉犪狉狉犻狏犲狊犪狋狋犺犲狆狉犲狊犮犺犲犱狌犾犲犱狅狀犲犺狅狌狉犫犾狅犮犽．犗狀犲狅犳狋犺犲犾犻犫狉犪狉狔

犿犲犱犻犪狊狆犲犮犻犪犾犻狊狋狊犵犻狏犲狊犪犫狉犻犲犳犻狀狋狉狅犱狌犮狋犻狅狀狋狅狑犺犪狋狑犻犾犾犫犲狋犪犽犻狀犵狆犾犪犮犲犱狌狉犻狀犵狋犺犲犪犾犾狅狋狋犲犱狋犻犿犲．

犜犺犲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狑犻犾犾狆狉狅犱狌犮犲犪狊犺狅狑犪犫狅狌狋狋犺犲犔犻犫狉犪狉狔犕犲犱犻犪犆犲狀狋犲狉犫犪狊犲犱狅狀狋犺犲狋犲犾犲狏犻狊犻狅狀犵犪犿犲

狊犺狅狑犿狅犱犲犾．犜犺犲狔狑犻犾犾狀犲犲犱狋狅狑狅狉犽狇狌犻犮犽犾狔，犻狀狊犿犪犾犾犵狉狅狌狆狊犪狊犪狋犲犪犿，狋狅狆狉犲狆犪狉犲狇狌犲狊狋犻狅狀狊犳狅狉

狋犺犲犮狅犿狆犲狋犻狋犻狅狀．犜犺犲狔狑犻犾犾犳犻犾犿狋犺犲狊犺狅狑犪狀犱狋犺犲狀犺犪狏犲犪狀狅狆狆狅狉狋狌狀犻狋狔狋狅狊犲犲狋犺犲狆犾犪狔犫犪犮犽

犫犲犳狅狉犲狋犺犲狔犾犲犪狏犲．

犚狅狅犿犃狉狉犪狀犵犲犿犲狀狋

犜犺犲狊狋犪犳犳犮犾犲犪狉狊犪狀犪狉犲犪狅犳狋犺犲犔犻犫狉犪狉狔犕犲犱犻犪犆犲狀狋犲狉犾犪狉犵犲犲狀狅狌犵犺狋狅犪狉狉犪狀犵犲狋狑狅狋犪犫犾犲狊狑犻狋犺狅狀犲

狅狉狋狑狅犮犺犪犻狉狊，犳犪犮犻狀犵狋狑狅狊犲犮狋犻狅狀狊狅犳狉狅狑狊狅犳犮犺犪犻狉狊，犲狀狅狌犵犺狋狅犪犮犮狅犿犿狅犱犪狋犲狋犺犲犮犾犪狊狊，

狊犲狆犪狉犪狋犲犱犫狔犪狀犪犻狊犾犲．犈犪犮犺狋犪犫犾犲犺犪狊犪犫犲犾犾犪狀犱犪犾犪犫犲犾犿犪狉犽犻狀犵犻狋犪狊犲犻狋犺犲狉“犃”狅狉“犅”狅狉“１”狅狉

“２”．犐狀犪犱犱犻狋犻狅狀犪犫犾犪犮犽犫狅犪狉犱／狑犺犻狋犲犫狅犪狉犱，狅狉犲犪狊犲犾狑犻狋犺犿犪狉犽犲狉犪狀犱犪狊狋狅狆狑犪狋犮犺狅狉狏犻犲狑狅犳犪

犮犾狅犮犽，狊狋犪狀犱狊狅犳犳狋狅狅狀犲狊犻犱犲犫犲狋狑犲犲狀狋犺犲狋犪犫犾犲狊犪狀犱狋犺犲犮犺犪犻狉狊狊狅狋犺犪狋犻狊犮犪狀犫犲狊犲犲狀犳狉狅犿犫狅狋犺

狆犾犪犮犲狊．犐犳狆狅狊狊犻犫犾犲，狋犺犲犾犻犫狉犪狉狔犿犲犱犻犪狊狆犲犮犻犪犾犻狊狋狊犺狅狌犾犱犺犪狏犲犪犿犻犮狉狅狆犺狅狀犲狋狅狌狊犲．犃狀犱，犻犳狅狋犺犲狉狊

犪狉犲狅狑狀犲犱，狅狀犲犻狊狆犾犪犮犲犱狅狀犲犪犮犺狋犪犫犾犲．犃狏犻犱犲狅／犇犞犇犮犪犿犲狉犪犻狊犪犾狊狅狉犲犪犱狔犳狅狉狋犺犲狊狋狌犱犲狀狋

犮犪犿犲狉犪狅狆犲狉犪狋狅狉．犖狌犿犫犲狉狊犻犵狀狊狑犻狋犺狀犲犪狉犫狔狆狅狊狋犲狉狊犺犪狀犵犻狀狀狌犿犲狉犻犮犪犾狅狉犱犲狉犳狉狅犿狏犪狉犻狅狌狊

犻犿狆狅狉狋犪狀狋犔犻犫狉犪狉狔犕犲犱犻犪犆犲狀狋犲狉狊犲犮狋犻狅狀狊．犈犪犮犺狆狅狊狋犲狉犾犻狊狋狊犿犪犻狀狉犲狊狅狌狉犮犲狊犪狀犱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犳狅狉

狋犺犻狊犪狉犲犪．犔犪狊狋犾狔，犪犿狅狀犻狋狅狉，狊犮狉犲犲狀，狑犺犻狋犲犫狅犪狉犱狅狉狅狋犺犲狉犳狌犾犾犮犾犪狊狊狏犻犲狑犻狀犵狋犲犮犺狀狅犾狅犵狔犻狊犲犻狋犺犲狉

狊犲狋狌狆狅狉狉犲犪犱狔狋狅犫犲犪狏犪犻犾犪犫犾犲犳狅狉狋犺犲犮犾犪狊狊狋狅狊犲犲狋犺犲狉犲犮狅狉犱犲犱狆狉狅犵狉犪犿．犜犺犲犪狆狆犲犪狉犪狀犮犲狅犳狋犺犲

犔犻犫狉犪狉狔犕犲犱犻犪犆犲狀狋犲狉狊犺狅狌犾犱狉犲犿犪犻狀犪狊狀狅狉犿犪犾犪狊狆狅狊狊犻犫犾犲．犇狌狉犻狀犵犪狀犱犪犳狋犲狉狋犺犲犾犲狊狊狅狀，狊狋狌犱犲狀狋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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犿狌狊狋犫犲犪犫犾犲狋狅犳犻狀犱狋犺犲犻狉狑犪狔犪狉狅狌狀犱犲犪狊犻犾狔．

犜犺犲犔犲狊狊狅狀

犜犺犲犺狅狌狉狊犲狊狊犻狅狀犻狊犱犻狏犻犱犲犱犻狀狋狅狋犺狉犲犲狆犪狉狋狊狅犳犪狆狆狉狅狓犻犿犪狋犲犾狔狋狑犲狀狋狔犿犻狀狌狋犲狊．

犜犺犲犇犞犇狅狉犠犲犫犻狀犪狉：犜犺犲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狑犪狋犮犺犪犾犻犫狉犪狉狔狊狋犪犳犳狆狉犲狉犲犮狅狉犱犲犱犇犞犇狅狉犠犲犫犻狀犪狉

狀犪狉狉犪狋犲犱狋狅狌狉狋犺狉狅狌犵犺狋犺犲犳犪犮犻犾犻狋狔．犐狋犪犾狊狅犵犻狏犲狊狊狆犲犮犻犳犻犮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狊狌犮犺犪狊犺狅狌狉狊，

狅狏犲狉犱狌犲狊，狉犲狋狌狉狀犫狅狓犲狊，犲狋犮．犪狀犱犻狀狏犻狋犲狊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狋狅犼狅犻狀狋犺犲犔犻犫狉犪狉狔 犕犲犱犻犪犆犲狀狋犲狉

狊狆狅狀狊狅狉犲犱狊狋狌犱犲狀狋犮犾狌犫狊犾犻犽犲狋犺犲犛狋狌犱犲狀狋犅狅狅犽犛犲犾犲犮狋犻狅狀犆狅犿犿犻狋狋犲犲（狋犺犲狔犺犲犾狆狊犲犾犲犮狋犫狅狅犽狊

犳狅狉狋犺犲犔犻犫狉犪狉狔犕犲犱犻犪犆犲狀狋犲狉），犅狅狅犽犇犻狊犮狌狊狊犻狅狀犆犾狌犫，犪狀犱犜犞犆犾狌犫狑犺犻犮犺狆狉犲狆犪狉犲狊狑犲犲犽犾狔

犾狅犮犪犾犮犪犫犾犲犜犞狆狉狅犵狉犪犿狊狅犳狊犮犺狅狅犾犲狏犲狀狋狊．犜犺犲犾犻犫狉犪狉狔犿犲犱犻犪狊狆犲犮犻犪犾犻狊狋狉犲犿犻狀犱狊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狋犺犪狋

狑犺犪狋狋犺犲狔狊犲犲犪狀犱犺犲犪狉狅狀狋犺犻狊犳犻犾犿狑犻犾犾犺犲犾狆狋犺犲犿狑犻狋犺狋犺犲狇狌犻狕狊犺狅狑犾犪狋犲狉．犜犺犻狊犇犞犇狅狉

犠犲犫犻狀犪狉犮犪狀犫犲狉犲狏犻狊犲犱犪狊狅犳狋犲狀犪狊狀犲犲犱犲犱狋狅狉犲犳犾犲犮狋犮犺犪狀犵犲狊．

犙狌犲狊狋犻狅狀犘狉犲狆犪狉犪狋犻狅狀：犝狊犻狀犵狋犺犲犮狅狌狀狋狅犳犳狊狔狊狋犲犿，狋犺犲犮犾犪狊狊狉犪狀犱狅犿犾狔犱犻狏犻犱犲狊犻狀狋狅狊犿犪犾犾

犵狉狅狌狆狊狅犳犪狋犾犲犪狊狋犳狅狌狉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犫狌狋狀狅犿狅狉犲狋犺犪狀狊犻狓犱犲狆犲狀犱犻狀犵狅狀狋犺犲犮犾犪狊狊狊犻狕犲．犈犪犮犺

犵狉狅狌狆狉犲犮犲犻狏犲狊犪犮犾犻狆犫狅犪狉犱狑犻狋犺犪狆犪狆犲狉狑犻狋犺狆狉犲狀狌犿犫犲狉犲犱狊狆犪犮犲狊犳狅狉狋犺狉犲犲狇狌犲狊狋犻狅狀狊，犪狀犱犪

狆犲狀犮犻犾犪狋狋犪犮犺犲犱．犜犺犲狔犿狌狊狋狆狉犲狆犪狉犲狋犺狉犲犲狇狌犲狊狋犻狅狀狊犪犫狅狌狋狋犺犲犔犻犫狉犪狉狔犕犲犱犻犪犆犲狀狋犲狉狑犺犻犾犲

犳狅犾犾狅狑犻狀犵狋犺犲犻狋犻狀犲狉犪狉狔狅犳狊犻狓犱犲狊犻犵狀犪狋犲犱犪狉犲犪狊狋狅狏犻狊犻狋．犛犲犮狋犻狅狀狊犻狀犮犾狌犱犲狋犺犲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

犱犲狊犽，狋犺犲狅狀犾犻狀犲犮犪狋犪犾狅犵，狆犲狉犻狅犱犻犮犪犾狊，狀犲狑犫狅狅犽狊，犮狅犿狆狌狋犲狉犾犪犫狊，犲狋犮．犜犺犲狔犿狌狊狋狏犻狊犻狋犪犾犾

狊犻狓狊狋犪狋犻狅狀狊，犫狌狋狅狀犾狔狀犲犲犱狋狅狑狉犻狋犲狇狌犲狊狋犻狅狀狊犪犫狅狌狋狋犺狉犲犲狅犳狋犺犲犿．犈犪犮犺狊犲犮狋犻狅狀犻狊

犱犲狊犻犵狀犪狋犲犱犫狔犪狀狌犿犫犲狉犪狀犱犾犪狉犵犲狆狅狊狋犲狉犻狀犱犻犮犪狋犻狀犵狋犺犲狉犲犾犲狏犪狀狋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狋狅犫犲狊犲犲狀犪狀犱

狀狅狋犲犱犻狀狋犺犲犪狉犲犪．犛狋狌犱犲狀狋狊狊犺狅狌犾犱狉犲犪犱犲犪犮犺犫狌犾犾犲狋犲犱犻狋犲犿犪狀犱犫犲狊狌狉犲狋犺犲狔狌狀犱犲狉狊狋犪狀犱犪狀犱

狊犲犲犻狋．犈犪犮犺犵狉狅狌狆狊狋犪狉狋狊犪狋犪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狀狌犿犫犲狉犪狀犱犿狅狏犲狊犻狀犪犮犾狅犮犽狑犻狊犲犱犻狉犲犮狋犻狅狀狋狅狋犺犲

狀犲狓狋狀狌犿犫犲狉狑犺犲狀狋犺犲狔犺犪狏犲犳犻狀犻狊犺犲犱．犜犺犲犾犻犫狉犪狉狔犿犲犱犻犪狊狆犲犮犻犪犾犻狊狋犲狀犮狅狌狉犪犵犲狊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狋狅

狉犲犪犱犮犪狉犲犳狌犾犾狔犪狀犱狋狅狋犪犽犲狋犺犲犻狉狋犻犿犲．犃狀犱，犪犾狊狅狉犲犪狊狊狌狉犲狊狋犺犲犿狋犺犪狋狋犺犲狉犲犻狊犲狀狅狌犵犺狋犻犿犲狋狅

犮狅犿狆犾犲狋犲狋犺犲犪狊狊犻犵狀犿犲狀狋．犎狅狑犲狏犲狉，狋犺犲犾犻犫狉犪狉狔犿犲犱犻犪狊狆犲犮犻犪犾犻狊狋犪犾狊狅狊犺狅狌犾犱狑犪狋犮犺犮犪狉犲犳狌犾犾狔

狋狅狊犲犲狋犺犪狋狋犺犲狊犲犻狀狊狋狉狌犮狋犻狅狀狊犪狉犲犿犲狋狋狅狆狉犲狏犲狀狋犵狉狅狌狆狊犵犪狋犺犲狉犻狀犵犪狋狋犺犲狊犪犿犲狊狋犪狋犻狅狀狅狉

犳犻狀犻狊犺犻狀犵狋狅狅狇狌犻犮犽犾狔．犃狊狊狅狅狀犪狊狋犺犲狔犳犻狀犻狊犺，犲犪犮犺犵狉狅狌狆狋犪犽犲狊狋犺犲犻狉犮犾犻狆犫狅犪狉犱犪狀犱狇狌犲狊狋犻狅狀狊

狋狅狋犺犲犾犻犫狉犪狉狔犿犲犱犻犪狊狆犲犮犻犪犾犻狊狋，狑犺狅狑犻犾犾狊狌狆狆犾犲犿犲狀狋狋犺犲犻狉狇狌犲狊狋犻狅狀狊狑犻狋犺狊狋犪犳犳狆狉犲狆犪狉犲犱狅狀犲狊

狋狅犲犿狆犺犪狊犻狕犲犮犲狉狋犪犻狀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犜犺犲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狋犺犲狀狊犻狋犱狅狑狀犻狀狋犺犲犮犺犪犻狉狊犪狉狉犪狀犵犲犱犳狅狉犪

犾犪狉犵犲犵狉狅狌狆．犃狋犌狉犲犲狀狑犻犮犺犎犻犵犺犛犮犺狅狅犾犻狀狊狋犲犪犱狅犳狊犻狋狋犻狀犵，狋犺犲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犵狅狋狅狋犺犲狋犲犾犲狏犻狊犻狅狀

狊狋狌犱犻狅狋狅狉犲犮狅狉犱狋犺犲狀犲狓狋狆犪狉狋狅犳狋犺犲犪犮狋犻狏犻狋狔．犛犻狀犮犲犿狅狊狋狊犮犺狅狅犾狊犱狅狀狅狋犺犪狏犲狊狌犮犺犪犳犪犮犻犾犻狋狔，

狋犺犻狊狆犪狆犲狉犱犲狊犮狉犻犫犲狊犪狉犲犪狉狉犪狀犵犲犱犾犻犫狉犪狉狔犪狉犲犪犻狀狊狋犲犪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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犌犪犿犲犛犺狅狑犘狉狅犱狌犮狋犻狅狀：犃狊犺狅狉狋，狊狋狌犱犲狀狋狆狉狅犱狌犮犲犱犇犞犇狅狉犠犲犫犻狀犪狉狅犳犪狆狉犲狏犻狅狌狊狊犺狅狑

狆犾犪狔狊狑犺犻犾犲狋犺犲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犵犪狋犺犲狉．犗狀犮犲犲狏犲狉狔狅狀犲犻狊狊犲犪狋犲犱，狋犺犲犾犻犫狉犪狉狔犿犲犱犻犪狊狆犲犮犻犪犾犻狊狋狀犪犿犲狊

狅狀犲狊犻犱犲狅犳狋犺犲狊犲犪狋犲犱犵狉狅狌狆狋犲犪犿“犃”犪狀犱狋犺犲狅狋犺犲狉狋犲犪犿“犅”狅狉“狅狀犲”犪狀犱“狋狑狅”犿犪狋犮犺犻狀犵

狋犺犲狋犪犫犾犲犾犪犫犲犾狊．犜犺犲狀，犪狊犽狊犳狅狉狏狅犾狌狀狋犲犲狉狊．犜狑狅犪狉犲狀犲犲犱犲犱犳狉狅犿犲犪犮犺狋犲犪犿犳狅狉狋犺犲狆犪狀犲犾

狅狉狋狅犫犲狋犺犲犮狅狀狋犲狊狋犪狀狋狊，狅狀犲狅狉狋狑狅犳狅狉犮犪犿犲狉犪狅狆犲狉犪狋狅狉狊，犪狀犱狅狀犲犳狅狉狋犻犿犲犽犲犲狆犲狉犪狀犱

犪狀狅狋犺犲狉犳狅狉狊犮狅狉犲犽犲犲狆犲狉．犃狋犲犾犲狏犻狊犻狅狀狊狆犲犮犻犪犾犻狊狋狅狉狅狋犺犲狉犾犻犫狉犪狉狔犿犲犱犻犪狊狋犪犳犳犿犲犿犫犲狉犵犻狏犲狊

犫狉犻犲犳犻狀狊狋狉狌犮狋犻狅狀狊狋狅狋犺犲犮犪犿犲狉犪狅狆犲狉犪狋狅狉狑犺犻犾犲狋犺犲犾犻犫狉犪狉狔犿犲犱犻犪狊狆犲犮犻犪犾犻狊狋犲狓狆犾犪犻狀狊狋犺犲狉狌犾犲狊

狅犳狋犺犲狇狌犻狕狊犺狅狑狋狅狋犺犲狅狋犺犲狉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犚狌犾犲狊犻狀犮犾狌犱犲：

●　犜犺犲犾犻犫狉犪狉狔犿犲犱犻犪狊狆犲犮犻犪犾犻狊狋狉犲犪犱狊狋犺犲狇狌犲狊狋犻狅狀．

●　犜犺犲犮狅狀狋犲狊狋犪狀狋狊犿狌狊狋狑犪犻狋狋狅犺犲犪狉狋犺犲犲狀狋犻狉犲狇狌犲狊狋犻狅狀．

●　犜犺犲犮狅狀狋犲狊狋犪狀狋狊狉犻狀犵狋犺犲犫犲犾犾狑犺犲狀狋犺犲狔犺犪狏犲狋犺犲犪狀狊狑犲狉．犐犳狋犺犲狉犲犪狉犲狋狑狅犮狅狀狋犲狊狋犪狀狋狊狅狀

狋犺犲狋犲犪犿狊狆犪狀犲犾，狋犺犲狔犿犪狔犱犻狊犮狌狊狊犫狉犻犲犳犾狔狋犺犲犻狉犪狀狊狑犲狉犫犲犳狅狉犲狉犲狊狆狅狀犱犻狀犵．

●　犜犺犲犾犻犫狉犪狉狔犿犲犱犻犪狊狆犲犮犻犪犾犻狊狋犮犪犾犾狊狅狀狋犺犲犮狅狀狋犲狊狋犪狀狋狊狑犺狅狉犪狀犵狋犺犲犫犲犾犾犳犻狉狊狋．犜犺犲狊犮狅狉犲

犽犲犲狆犲狉狑犪狋犮犺犲狊犪狀犱犻狊狋犺犲狌犾狋犻犿犪狋犲犱犲犮犻狊犻狅狀犿犪犽犲狉．

●　犜犺犲犮狅狀狋犲狊狋犪狀狋狊犪狀狊狑犲狉．犐犳犮狅狉狉犲犮狋，狋犺犲狔狊犮狅狉犲犪狆狅犻狀狋犳狅狉狋犺犲犻狉狋犲犪犿．

●　犐犳狋犺犲犪狀狊狑犲狉犻狊狑狉狅狀犵，狋犺犲狅狋犺犲狉狋犲犪犿犺犪狊犪犮犺犪狀犮犲狋狅犪狀狊狑犲狉犪狀犱狊犮狅狉犲犪狆狅犻狀狋．

●　犐犳狋犺犲狊犲犮狅狀犱狋犲犪犿犳犪犻犾狊，狋犺犲狇狌犲狊狋犻狅狀犻狊狉犲狉犲犪犱犳狅狉狋犺犲犪狌犱犻犲狀犮犲．

●　犛狋狌犱犲狀狋狊狉犪犻狊犲狋犺犲犻狉犺犪狀犱狊犪狀犱犺犪狏犲犪犮犺犪狀犮犲狋狅狊犮狅狉犲犪狆狅犻狀狋犳狅狉狋犺犲犻狉狋犲犪犿．犜犺犲

犪狌犱犻犲狀犮犲狋犲犪犿狊犮狅狉狉犲狊狆狅狀犱狋狅狋犺犲狋犪犫犾犲犻狀犳狉狅狀狋狅犳狋犺犲狋狑狅犮犺犪犻狉狊犲犮狋犻狅狀狊．

●　犃狆狅犻狀狋犻狊犱犲犱狌犮狋犲犱犻犳狋犺犲犮狅狀狋犲狊狋犪狀狋狊狉犻狀犵狋犺犲犫犲犾犾犫犲犳狅狉犲狋犺犲狇狌犲狊狋犻狅狀犻狊犮狅犿狆犾犲狋犲犾狔

狉犲犪犱．

●　犜犺犲狋犻犿犲犽犲犲狆犲狉犵犻狏犲狊犮狅狀狋犲狊狋犪狀狋狊犪犿犻狀犻犿狌犿犪犿狅狌狀狋狅犳狋犻犿犲狋狅犪狀狊狑犲狉犪狀犱犪犾狊狅狀狅狋犻犳犻犲狊

狋犺犲犾犻犫狉犪狉狔犿犲犱犻犪狊狆犲犮犻犪犾犻狊狋狑犺犲狀狋犺犲狆狉犲犱犲狋犲狉犿犻狀犲犱狊狋狅狆狆犻狀犵狋犻犿犲，犪狆狆狉狅狓犻犿犪狋犲犾狔狋犲狀

狋狅狋狑犲犾狏犲犿犻狀狌狋犲狊犫犲犳狅狉犲狋犺犲犲狀犱狅犳狋犺犲犮犾犪狊狊，犻狊狉犲犪犮犺犲犱．

●　犜犺犲狊犮狅狉犲犽犲犲狆犲狉狀狅狋犲狊狆狅犻狀狋狊犱狌狉犻狀犵狋犺犲犵犪犿犲犪狀犱犪狀狀狅狌狀犮犲狊狋犺犲犳犻狀犪犾狅狌狋犮狅犿犲．

●　犜犺犲犮犪犿犲狉犪狅狆犲狉犪狋狅狉狌狊犲狊狏犪狉犻狅狌狊犪狀犵犾犲狊狋狅犳犻犾犿犲狏犲狉狔狅狀犲犪狊狋犺犲狔狆犪狉狋犻犮犻狆犪狋犲犪狀犱犻狊狊狌狉犲

狋狅犻狀犮犾狌犱犲狋犺犲犪狌犱犻犲狀犮犲，狊犮狅狉犲犽犲犲狆犲狉，狋犻犿犲犽犲犲狆犲狉犪狊狑犲犾犾犪狊狋犺犲犮狅狀狋犲狊狋犪狀狋狊犪狊狋犺犲狔

狉犲犪犮狋犪狀犱犪狀狊狑犲狉狇狌犲狊狋犻狅狀狊犪狀犱狅狀犾狔狊犺狅狑狊狋犺犲犾犻犫狉犪狉狔犿犲犱犻犪狊狆犲犮犻犪犾犻狊狋犪狀犱狋犲犪犮犺犲狉，狑犺狅

犻狊狆犪狉狋狅犳狋犺犲犪狌犱犻犲狀犮犲，犳狉狅犿狋犻犿犲狋狅狋犻犿犲．犜犺犲狆狉犻狅狉犻狋狔犻狊狋狅狊犺狅狑狋犺犲狊狋狌犱犲狀狋狊．

犃狋狋犺犲犲狀犱狅犳狋犺犲狊犺狅狑，狋犺犲犾犻犫狉犪狉狔犿犲犱犻犪狊狆犲犮犻犪犾犻狊狋犿犲狀狋犻狅狀狊狋犺犲狊犮狅狉犲犪狀犱狋犺犲狑犻狀狀犻狀犵

狋犲犪犿，狋犺犪狀犽狊犪犾犾犳狅狉狋犺犲犻狉狆犪狉狋犻犮犻狆犪狋犻狅狀犪狀犱狋犺犲狀狉犲犮狅犵狀犻狕犲狊犪狀犱犳犻犾犿狊狋犺犲犮犪犿犲狉犪狅狆犲狉犪狋狅狉狊，

狊狅狋犺犲狔狋狅狅狑犻犾犾狊犲犲狋犺犲犿狊犲犾狏犲狊犻狀狋犺犲狆狉狅犱狌犮狋犻狅狀．犜犺犲狏狅犾狌狀狋犲犲狉狊狋犪犽犲狊犲犪狋狊犪狀犱狋犺犲狊狋狌犱犲狀狋狊

狑犪狋犮犺狋犺犲犇犞犇狅狉犠犲犫犻狀犪狉犱狌狉犻狀犵狋犺犲狊犪狏犲犱狋犻犿犲．犜犺犻狊犻狊狋犺犲犺犻犵犺犾犻犵犺狋狅犳狋犺犲犺狅狌狉．

犛狋狌犱犲狀狋狊狋犺狅狉狅狌犵犺犾狔犲狀犼狅狔狊犲犲犻狀犵狋犺犲犿狊犲犾狏犲狊犪狀犱狋犺犲犻狉犮犾犪狊狊犿犪狋犲狊．犅犲犳狅狉犲狋犺犲犮犾犪狊狊犾犲犪狏犲狊，

犪犾犾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狉犲犮犲犻狏犲犪狆狉犻狕犲：犫狅狅犽犿犪狉犽狊狆狉犻狀狋犲犱 狑犻狋犺 犫犪狊犻犮 犔犻犫狉犪狉狔 犕犲犱犻犪 犆犲狀狋犲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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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狊狌犮犺犪狊狅狆犲狀犺狅狌狉狊，狑犲犫狊犻狋犲，犿犲犱犻犪狊狆犲犮犻犪犾犻狊狋狊狀犪犿犲狊，犲狋犮．犜犺犻狊犮犪狉狉犻犲狊狅狌狋狋犺犲

犵犪犿犲狊犺狅狑狋犺犲犿犲．犜犲犪犮犺犲狉狊狅犳狋犲狀狌狊犲狋犺犲犇犞犇狅狉犠犲犫犻狀犪狉犱狌狉犻狀犵狋犺犲犳犪犾犾狅狆犲狀犺狅狌狊犲犪狊

狆犪狉犲狀狋狊犲狀狋犲狉狋犺犲犮犾犪狊狊狉狅狅犿．犘犪狉犲狀狋狊狊犲犲犿犵犾犪犱狋狅狊犲犲狋犺犲犻狉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犻狀犪狊犮犺狅狅犾狊犲狋狋犻狀犵，犪狀犱

狋犺犲狔犪犾狊狅犾犲犪狉狀狊狅犿犲狋犺犻狀犵犪犫狅狌狋狋犺犲犔犻犫狉犪狉狔犕犲犱犻犪犆犲狀狋犲狉．

犗狌狋犮狅犿犲狊

犇狌狉犻狀犵狋犺犻狊犺狅狌狉，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犺犲犪狉犪狀犱狊犲犲狋犺犲狊犪犿犲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狊犲狏犲狉犪犾狋犻犿犲狊狌狊犻狀犵犿狌犾狋犻狆犾犲犿犲犱犻犪

犻狀犪狏犪狉犻犲狋狔狅犳狑犪狔狊．犃犳狋犲狉狌狊犻狀犵狋犺犻狊狅狉犻犲狀狋犪狋犻狅狀狆狉狅犵狉犪犿，狋犺犲犾犻犫狉犪狉狔犿犲犱犻犪狊狆犲犮犻犪犾犻狊狋狊犪狀犱狊狋犪犳犳

狀狅狋犻犮犲犱狋犺犪狋犵狉犪犱犲狀犻狀犲狅狉犳犻狉狊狋狔犲犪狉犪狀犱狀犲狑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犪狊犽犲犱犳犲狑犲狉狇狌犲狊狋犻狅狀狊狉犲犵犪狉犱犻狀犵

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犮狅狏犲狉犲犱犻狀狋犺犲犾犲狊狊狅狀．犜犲犪犮犺犲狉狊狅犫狊犲狉狏犲犱犾犲狊狊犮狅狀犳狌狊犻狅狀狑犺犲狀犱犻狊犮狌狊狊犻狀犵犾犻犫狉犪狉狔

狉犲狊狅狌狉犮犲狊．犃狀犱犳犻狀犪犾犾狔，狆犪狉犲狀狋狊狉犲狆狅狉狋犲犱狆狅狊犻狋犻狏犲犮狅犿犿犲狀狋狊犪狀犱犿犲狀狋犻狅狀狅犳狋犺犲狆狉狅犵狉犪犿．犜犺犻狊犻狊

狌狀狌狊狌犪犾犳狅狉犺犻犵犺狊犮犺狅狅犾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狑犺狅狉犪狉犲犾狔犮狅犿犿犲狀狋犪犫狅狌狋狊狆犲犮犻犳犻犮犮犾犪狊狊犪犮狋犻狏犻狋犻犲狊．犃犳犲狑

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犲狏犲狀犿犲狀狋犻狅狀犲犱狋犺犻狊犲犪狉犾狔狆狉狅犵狉犪犿狅狀狋犺犲犌狌犻犱犪狀犮犲犇犲狆犪狉狋犿犲狀狋狊狊狌狉狏犲狔犳狅狉狉犲狋狌狀犻狀犵

犳犻狉狊狋狔犲犪狉狌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犜犺犻狊犪犮狋犻狏犻狋狔犱犲犿狅狀狊狋狉犪狋犲狊狋犺犪狋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狑犺狅犪狉犲犻狀狏狅犾狏犲犱犻狀狋犺犲犻狉

犾犲犪狉狀犻狀犵犻狀犪狀犲狓犮犻狋犻狀犵，犻狀狋犲狉犲狊狋犻狀犵狆狉狅犵狉犪犿：

●　犃狉犲犪狋狋犲狀狋犻狏犲犪狀犱狉犲狋犪犻狀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

●　犕犪犽犲狆狅狊犻狋犻狏犲犮狅犿犿犲狀狋狊狋狅狋犲犪犮犺犲狉狊犪狀犱狆犪狉犲狀狋狊．

●　犔犲犪狉狀犪狀犱狌狊犲犪狏犪狉犻犲狋狔狅犳犿犲犱犻犪犪狀犱狋犲犮犺狀狅犾狅犵狔．

●　犠狅狉犽犪狊犪狋犲犪犿狑犻狋犺狅狋犺犲狉狀犲狑犮犾犪狊狊犿犪狋犲狊．

犃犱犪狆狋犻狀犵狋犺犲犃犮狋犻狏犻狋狔

犜犺犻狊犪犮狋犻狏犻狋狔犮犪狀犫犲犪犱犪狆狋犲犱犳狅狉狊犿犪犾犾狅狉犾犪狉犵犲犮犾犪狊狊犲狊．犐狋犺犪狊犫犲犲狀狌狊犲犱狊狌犮犮犲狊狊犳狌犾犾狔犻狀狊犿犪犾犾犪狀犱

犾犪狉犵犲狊犮犺狅狅犾犔犻犫狉犪狉狔犕犲犱犻犪犆犲狀狋犲狉狊犳狅狉狊犲犮狅狀犱犪狉狔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犻狀犵狉犪犱犲狊狊犲狏犲狀狋犺狉狅狌犵犺狋狑犲犾狏犲犻狀狋犺犲

犝狀犻狋犲犱犛狋犪狋犲狊犪狀犱犪狋犜犺犲犃犿犲狉犻犮犪狀犛犮犺狅狅犾犻狀犕犲狓犻犮狅犆犻狋狔，犕犲狓犻犮狅犪狀犱犜犺犲犃犿犲狉犻犮犪狀犛犮犺狅狅犾

（犆狅犾犲犵犻狅犃犿犲狉犻犮犪狀）犻狀犙狌犻狋狅，犈犮狌犪犱狅狉．犜犺犲犾犪狋狋犲狉狋狑狅狊犮犺狅狅犾狊狊犲狉狏犲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犳狌狀犮狋犻狅狀犻狀犵犻狀

犈狀犵犾犻狊犺犪狊犪狊犲犮狅狀犱犾犪狀犵狌犪犵犲．犜犺犲狀狌犿犫犲狉狅犳狊狋狌犱犲狀狋犵狉狅狌狆狊，犮狅狀狋犲狊狋犪狀狋狊，狋犪犫犾犲狊，犮犺犪犻狉狊，

犔犻犫狉犪狉狔犕犲犱犻犪犆犲狀狋犲狉狆狅狊狋犲狉狊狋犪狋犻狅狀狊犪狀犱犳犻犾犿犻狀犵犲狇狌犻狆犿犲狀狋（狏犻犱犲狅，犿狅狏犻犲，狅狉犱犻犵犻狋犪犾犮犪犿犲狉犪狊）

犮犪狀犮犺犪狀犵犲狋狅犳犻狋狋犺犲狊犲狋狋犻狀犵．犜犺犲狊狋犪犳犳狆狉犲狉犲犮狅狉犱犲犱犾犻犫狉犪狉狔犇犞犇狅狉犠犲犫犻狀犪狉犿犪狔犫犲犲犾犻犿犻狀犪狋犲犱

犪狀犱犲狀犱狆狉犻狕犲狊狏犪狉犻犲犱．犜犲犪犮犺犲狉狊犺犪狏犲犪犾狊狅狌狊犲犱狋犺犲犮狅犿狆犲狋犻狋犻狅狀犻犱犲犪狋狅狉犲犻狀犳狅狉犮犲狊狌犫犼犲犮狋犿犪狋犲狉犻犪犾

狊狌犮犺犪狊犫犪狊犻犮犿犪狋犺犳犪犮狋狊，狏狅犮犪犫狌犾犪狉狔，犪狀犱狊狆犲犾犾犻狀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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犚犲犳犲狉犲狀犮犲狊

［１］犆犺狅狑，犃．犉．，犠狅狅犱犳狅狉犱，犓．犆．，牔犕犪犲狊，犑．（２０１１）．犇犲犪犾狅狉狀狅犱犲犪犾：狌狊犻狀犵犵犪犿犲狊狋狅犻犿狆狉狅狏犲

狊狋狌犱犲狀狋犾犲犪狉狀犻狀犵，狉犲狋犲狀狋犻狅狀 犪狀犱 犱犲犮犻狊犻狅狀犿犪犽犻狀犵．犐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 犕犪狋犺犲犿犪狋犻犮犪犾

犈犱狌犮犪狋犻狅狀犻狀犛犮犻犲狀犮犲牔犜犲犮犺狀狅犾狅犵狔，４２，（２），２５９—２６４．犇狅犻：１０．１０８０／００２０７３９狓．２０１０．５１９７９６．

［２］犔狅犺犿犻犾犾犲狉，犇．（２０１２）．犜犲犪犮犺犪狀犱犪狊狊犲狊狊犾犻犫狉犪狉狔狊犽犻犾犾狊犻狀３０犿犻狀狌狋犲狊（狅狉犾犲狊狊）．犔犻犫狉犪狉狔犕犲犱犻犪

犆狅狀狀犲犮狋犻狅狀，３０，（４），５２—５３．

［３］犕犪狉犮犺犪狀犱，犑．（１９９３）．犖犻狀狋犺犵狉犪犱犲狅狉犻犲狀狋犪狋犻狅狀狋狅狋犺犲犿犲犱犻犪犮犲狀狋犲狉．犔犻犫狉犪狉狔犐狀狊狋狉狌犮狋犻狅狀

犚狅狌狀犱狋犪犫犾犲犖犲狑狊，犇犲犮犲犿犫犲狉，１９．

［４］犕犪狉犮犺犪狀犱，犑．犪狀犱 犠犻犾犾犻犪犿狊，犑．犚．（１９９４）．犘狉狅犵狉犪犿狊犲狊狊犻狅狀狆狉犲狊犲狀狋犲犱犪狋犜犺犲犃犿犲狉犻犮犪狀

犃狊狊狅犮犻犪狋犻狅狀狅犳犛犮犺狅狅犾犔犻犫狉犪狉犻犪狀狊犆狅狀犳犲狉犲狀犮犲，犐狀犱犻犪狀犪狆狅犾犻狊，犐犖，１９９４．

í[îï

犛犮犺狅狅犾犔犻犫狉犪狉狔犕犲犱犻犪犛狆犲犮犻犪犾犻狊狋犌狉犲犲狀狑犻犮犺，犆狅狀狀犲犮狋犻犮狌狋，犝．犛．犃．（多媒体专家）

犈犿犪犻犾：狑犻犾犾犻犪犿狊犼狌犱狔犚＠犺狅狋犿犪犻犾．犮狅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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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员联合教师开展信息素养教

育：以金门大学图书馆为例

□ ef+·',

çèé通过了解教师的需求和利
益，图书馆员可以找出教师们在

教学中各自所面临挑战的解决办

法，并在这个过程中，将信息素养

教育融入教学大纲。本案例以金

门大学图书馆为例，阐述了其图

书馆员如何与教师合作来利用他

们掌握的信息素养和技术，并把

信息素养的概念整合到教学课程

里。同时，公共图书馆馆员、学

校、学术性和专题性图书馆也可

以把这些基本方法应用于识别用

户需求和开发合作途径。

êëìé信息素养，教师，图书馆
员，协作，技术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犅狔狊狋犪狉狋犻狀犵狑犻狋犺犪狀狌狀犱犲狉

狊狋犪狀犱犻狀犵狅犳狋犺犲犳犪犮狌犾狋狔 犿犲犿犫犲狉狊

犗犳狋犲狀狑犺犲狀犾犻犫狉犪狉犻犪狀狊犪狆狆狉狅犪犮犺犳犪犮狌犾狋狔犺狅狆犻狀犵狋狅狊犮犺犲犱狌犾犲犪狀

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犾犻狋犲狉犪犮狔 狅狉狉犲狊犲犪狉犮犺 狊犲狊狊犻狅狀 犳狅狉狋犺犲犳犪犮狌犾狋狔

犿犲犿犫犲狉狊犮犾犪狊狊，狋犺犲犳犪犮狌犾狋狔犿犲犿犫犲狉犻狀犱犻犮犪狋犲狊狊／犺犲犱狅犲狊狀狅狋

犺犪狏犲狋犻犿犲狋狅犮狅狏犲狉狋犺犲犫犪狊犻犮犿犪狋犲狉犻犪犾犻狀狋犺犲犮狅狌狉狊犲，犪狀犱狊狅

犮犪狀狀狅狋犻狀犮犾狌犱犲犪狀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犾犻狋犲狉犪犮狔狊犲狊狊犻狅狀．犅狔狊狋犪狉狋犻狀犵狑犻狋犺

犪狀狌狀犱犲狉狊狋犪狀犱犻狀犵狅犳狋犺犲犳犪犮狌犾狋狔犿犲犿犫犲狉狊狀犲犲犱狊犪狀犱犻狀狋犲狉犲狊狋狊

狋犺犲犾犻犫狉犪狉犻犪狀犮犪狀犳犻狀犱狑犪狔狊狋狅犪犱犱狉犲狊狊狋犺犲犮犺犪犾犾犲狀犵犲狊犳犪犮狌犾狋狔

犿犲犿犫犲狉狊犳犪犮犲，犪狀犱犻狀狋犺犲狆狉狅犮犲狊狊，犻狀犮狅狉狆狅狉犪狋犲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

犾犻狋犲狉犪犮狔犻狀狋狅犮狅狌狉狊犲犮狌狉狉犻犮狌犾犪．犛狌犮犮犲狊狊犻狀犮狅犾犾犪犫狅狉犪狋犻狀犵狑犻狋犺

犲犪狉犾狔犪犱狅狆狋犲狉狊狋犺犲狀狅狆犲狀狊狋犺犲犱狅狅狉犳狅狉犾犻犫狉犪狉犻犪狀狊狋狅狑狅狉犽狑犻狋犺

狅狋犺犲狉犳犪犮狌犾狋狔，犪狀犱狋狅犲狓狋犲狀犱狋犺犲狉犪狀犵犲狅犳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犾犻狋犲狉犪犮狔

狋狅狆犻犮狊犲犿犫犲犱犱犲犱犻狀狋狅犮狅狌狉狊犲狊．

犔犻犫狉犪狉犻犪狀狊 犿犪狔 犳犻狀犱 犅狉犲狀犱犪 犇犲狉狏犻狀狊（１９９９） 犿狅犱犲犾狅犳

犐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犛犲犲犽犻狀犵犅犲犺犪狏犻狅狉 犺犲犾狆犳狌犾犻狀狌狀犱犲狉狊狋犪狀犱犻狀犵狋犺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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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犲犲犱狊犪狀犱犻狀狋犲狉犲狊狋狊狋犺犲犾犻犫狉犪狉犻犪狀

犮犪狀犳犻狀犱狑犪狔狊狋狅犪犱犱狉犲狊狊狋犺犲犮犺犪犾

犾犲狀犵犲狊犳犪犮狌犾狋狔犿犲犿犫犲狉狊犳犪犮犲，犪狀犱

犻狀狋犺犲狆狉狅犮犲狊狊，犻狀犮狅狉狆狅狉犪狋犲犻狀犳狅狉

犿犪狋犻狅狀犾犻狋犲狉犪犮狔犻狀狋狅犮狅狌狉狊犲犮狌狉狉犻犮狌

犾犪．犜犺犻狊犮犪狊犲狊狋狌犱狔犻犾犾狌狊狋狉犪狋犲狊犺狅狑

犾犻犫狉犪狉犻犪狀狊犪狋犌狅犾犱犲狀犌犪狋犲犝狀犻狏犲狉狊犻

狋狔犺犪狏犲犾犲狏犲狉犪犵犲犱狋犺犲犻狉犽狀狅狑犾犲犱犵犲

狅犳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犾犻狋犲狉犪犮狔犪狀犱狋犲犮犺

狀狅犾狅犵狔狋狅犮狅犾犾犪犫狅狉犪狋犲狑犻狋犺犳犪犮狌犾狋狔

犪狀犱犻狀狋犲犵狉犪狋犲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犾犻狋犲狉犪犮狔

犮狅狀犮犲狆狋狊犻狀狋狅犮狅狌狉狊犲狊．犐狋犻狀犮犾狌犱犲狊

犵犲狀犲狉犪犾狆狉犻狀犮犻狆犾犲狊狑犺犻犮犺犾犻犫狉犪狉犻犪狀狊

犻狀狆狌犫犾犻犮，狊犮犺狅狅犾，犪犮犪犱犲犿犻犮犪狀犱

狊狆犲犮犻犪犾犾犻犫狉犪狉犻犲狊犮犪狀狌狊犲狋狅犻犱犲狀狋犻犳狔

狆犪狋狉狅狀狀犲犲犱狊犪狀犱犱犲狏犲犾狅狆犿犲狋犺狅犱狊

犳狅狉犮狅犾犾犪犫狅狉犪狋犻狅狀．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犐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 犔犻狋犲狉犪犮狔，

犉犪犮狌犾狋狔，犔犻犫狉犪狉犻犪狀狊，犆狅犾犾犪犫狅狉犪狋犻狅狀，

犜犲犮犺狀狅犾狅犵狔　

犮犺犪犾犾犲狀犵犲狊犳犪犮狌犾狋狔犳犪犮犲，犪狀犱犳犻狀犱犻狀犵狑犪狔狊狋狅狋犲犪犿狑犻狋犺犳犪犮狌犾狋狔

狋狅犺犲犾狆狋犺犲犿犪犮犺犻犲狏犲狋犺犲犻狉犵狅犪犾狊犪狀犱犻狀犮狅狉狆狅狉犪狋犲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

犾犻狋犲狉犪犮狔犻狀狋狅狋犺犲犮狌狉狉犻犮狌犾狌犿．

（犇犲狉狏犻狀，１９９９）．

犐犳狋犺犲犾犻犫狉犪狉犻犪狀狊犲犲狊狋犺犲犳犻犵狌狉犲狅狀狋犺犲犾犲犳狋犪狊犪犳犪犮狌犾狋狔犿犲犿犫犲狉，

犻狋犻狊犲犪狊狔狋狅犫犲犵犻狀狋狅犲狓狆犾狅狉犲狋犺犲犵犪狆狊狋犺犲犳犪犮狌犾狋狔犿犲犿犫犲狉犿犪狔

狀犲犲犱狋狅犱犲犪犾狑犻狋犺狋狅狉犲犪犮犺犺犻狊狅狉犺犲狉犱犲狊犻狉犲犱狅狌狋犮狅犿犲狊．犎狅狑

犮犪狀狋犺犲犾犻犫狉犪狉犻犪狀犺犲犾狆狋犺犲犳犪犮狌犾狋狔犿犲犿犫犲狉犮狉犲犪狋犲犪犫狉犻犱犵犲狅狏犲狉

狋犺狅狊犲犵犪狆狊？犜犺犻狊狊犪犿犲犿狅犱犲犾犮犪狀犫犲狌狊犲犱狋狅狌狀犱犲狉狊狋犪狀犱狋犺犲

犮犺犪犾犾犲狀犵犲狊犳犪犮犲犱犫狔犪狀狔犾犻犫狉犪狉狔犮狅狀狊狋犻狋狌犲狀犮狔，犪狀犱狋狅犱犲狏犲犾狅狆

狑犪狔狊狋狅狋犲犪犿 狑犻狋犺 狋犺狅狊犲 犮狅狀狊狋犻狋狌犲狀犮犻犲狊狋狅 犫狉犻犱犵犲 犵犪狆狊

犲犳犳犲犮狋犻狏犲犾狔．

犔犻犫狉犪狉犻犪狀狊犪狋犌狅犾犱犲狀犌犪狋犲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犌犌犝）犺犪狏犲犳狅狌狀犱狋犺犪狋

犳犪犮狌犾狋狔犪狉犲犲狀犮狅狌狉犪犵犲犱狋狅狌狊犲狋犲犮犺狀狅犾狅犵狔，狔犲狋狅犳狋犲狀狋犺犲狔犱狅狀狋

犽狀狅狑犺狅狑狋狅犱狅犻狋犪狀犱犱狅狀狋犳犲犲犾狋犺犲狔犺犪狏犲狋犺犲狋犻犿犲狋狅犾犲犪狉狀犺狅狑

狋狅犱狅犻狋．犔犻犫狉犪狉狔狊狋犪犳犳犮犪狀犺犲犾狆犳犪犮狌犾狋狔犻狀犮狅狉狆狅狉犪狋犲狋犲犮犺狀狅犾狅犵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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犻狀狋狅狋犺犲犮犾犪狊狊，犪狀犱，犻狀狋犺犲狆狉狅犮犲狊狊，犺犲犾狆犳犪犮狌犾狋狔犻狀犮狅狉狆狅狉犪狋犲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犾犻狋犲狉犪犮狔犻狀狋狅狋犺犲犻狉

犮狅狌狉狊犲狊，犪狊狑犲犾犾．

犐狀狋犺犲犲犪狉犾狔犱犪狔狊狅犳狋犺犲犐狀狋犲狉狀犲狋，犪犱犲犱犻犮犪狋犲犱犈狀犵犾犻狊犺狋犲犪犮犺犲狉犪狋犌狅犾犱犲狀犌犪狋犲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狑犺狅

狑犪狊狏犲狉狔犻狀狋犲狉犲狊狋犲犱犻狀狋犲犪犮犺犻狀犵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犾犻狋犲狉犪犮狔，犇狉．犑狌犱犻狋犺犅狉狅狑狀犻狀犵，狑犪狊犾狅狅犽犻狀犵犳狅狉狑犪狔狊

狋狅犿犪犽犲狋犺犲狉犲狇狌犻狉犲犱犈狀犵犾犻狊犺狑狉犻狋犻狀犵犮狅狌狉狊犲，犈狀犵犾犻狊犺１犅，犻狀狋犲狉犲狊狋犻狀犵犳狅狉犺犲狉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犛犺犲

狋犺狅狌犵犺狋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狑狅狌犾犱犫犲犻狀狊狆犻狉犲犱狋狅狑狉犻狋犲犻犳狋犺犲狔犮狅狌犾犱狆狅狊狋狋犺犲犻狉狑狉犻狋犻狀犵狊狅狀犪狑犲犫狊犻狋犲．犠犺狅

犮狅狌犾犱狋犲犪犮犺狋犺犲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狋狅犮狉犲犪狋犲犪狑犲犫狊犻狋犲？犑狌犱犻狋犺犅狉狅狑狀犻狀犵犪狊犽犲犱犌狅犾犱犲狀犌犪狋犲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狊

狋犺犲狀狉犲狊犲犪狉犮犺犻狀狊狋狉狌犮狋犻狅狀犾犻犫狉犪狉犻犪狀，犑犪狀犻犮犲犆犪狉狋犲狉，狋狅狆犪狉狋狀犲狉狑犻狋犺犺犲狉，狋犲犪犿狋犲犪犮犺犈狀犵犾犻狊犺１犅，

犪狀犱狋犲犪犮犺狋犺犲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犺狅狑狋狅犱犲狏犲犾狅狆犪狑犲犫狊犻狋犲（犅狉狅狑狀犻狀犵牔犆犪狉狋犲狉，１９９８）．犃狊犅狉狅狑狀犻狀犵犪狀犱

犆犪狉狋犲狉狑狅狉犽犲犱狋狅犵犲狋犺犲狉，狋犺犲狔犱犻狊犮狅狏犲狉犲犱狋犺狉狅狌犵犺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狉犲犳犾犲犮狋犻狅狀狆犪狆犲狉狊狅狀狋犺犲狉犲狊犲犪狉犮犺

狆狉狅犮犲狊狊犪狀犱狅狋犺犲狉犳犲犲犱犫犪犮犽狋犺犪狋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狀犲犲犱犲犱犿狅狉犲犺犲犾狆狑犻狋犺犲狏犪犾狌犪狋犻狀犵狊狅狌狉犮犲狊，狊狅犅狉狅狑狀犻狀犵

犪狀犱犆犪狉狋犲狉犳狅犮狌狊犲犱犿狅狉犲犻狀狋犺犲犮犾犪狊狊狅狀犲狏犪犾狌犪狋犻狀犵狊狅狌狉犮犲狊犪狀犱犆犪狉狋犲狉犱犲狏犲犾狅狆犲犱犪狑犲犫狆犪犵犲犳狅狉

狋犺犲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犔犻犫狉犪狉狔狑犲犫狊犻狋犲狅狀犲狏犪犾狌犪狋犻狀犵狊狅狌狉犮犲狊（犅狉狅狑狀犻狀犵牔犆犪狉狋犲狉，２０００）．

犛狌犮犮犲狊狊犻狀犮狅犾犾犪犫狅狉犪狋犻狀犵狑犻狋犺犲犪狉犾狔犪犱狅狆狋犲狉狊犺犪狊狅狆犲狀犲犱狋犺犲犱狅狅狉犳狅狉犾犻犫狉犪狉犻犪狀狊狋狅狑狅狉犽狑犻狋犺

狅狋犺犲狉犳犪犮狌犾狋狔犪狀犱狋狅犲狓狋犲狀犱狋犺犲狉犪狀犵犲狅犳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犾犻狋犲狉犪犮狔狋狅狆犻犮狊犲犿犫犲犱犱犲犱犻狀狋狅犮狅狌狉狊犲狊．

犅狉狅狑狀犻狀犵犪狀犱犆犪狉狋犲狉狉犲犮犲犻狏犲犱犪犵狉犪狀狋狋狅狊犺犪狉犲狋犺犲犻狉犲狓狆犲狉犻犲狀犮犲狊犻狀犮狅狉狆狅狉犪狋犻狀犵狋犲犮犺狀狅犾狅犵狔犻狀

狋犲犪犮犺犻狀犵狑犻狋犺犳犪犮狌犾狋狔犻狀犈狀犵犾犻狊犺，狋犺犲狀狑犻狋犺犳犪犮狌犾狋狔犻狀犿犪狋犺犪狀犱狅狋犺犲狉犱犲狆犪狉狋犿犲狀狋狊，犪狊狑犲犾犾．犃狊

犅狉狅狑狀犻狀犵犪狀犱犆犪狉狋犲狉犲狓狆犾犪犻狀犲犱：

犠犲狑犲狉犲犲犪犵犲狉狋狅狊犺犪狉犲狑犺犪狋狑犲犺犪犱犵犪犻狀犲犱狑犻狋犺狅狋犺犲狉犳犪犮狌犾狋狔．犃狊狑犲狑狅狉犽犲犱狑犻狋犺狅狋犺犲狉

犳犪犮狌犾狋狔，狑犲犾犲犪狉狀犲犱狋狅犫犲犵犻狀狑犺犲狉犲狋犺犲狔狑犲狉犲．犠犲犱犲狏犲犾狅狆犲犱犪犾犻狊狋狅犳狑犪狔狊犳犪犮狌犾狋狔犮狅狌犾犱

犻狀犮狅狉狆狅狉犪狋犲犻犱犲犪狊犳狉狅犿狋犺犲犈狀犵犾犻狊犺１犅狆狉狅犼犲犮狋犱犲狆犲狀犱犻狀犵狌狆狅狀狋犺犲犻狉狅狑狀狅犫犼犲犮狋犻狏犲狊犪狀犱狋犺犲犻狉

狅狑狀犮狅犿犳狅狉狋犾犲狏犲犾狑犻狋犺狋犲犮犺狀狅犾狅犵狔．（犅狉狅狑狀犻狀犵牔犆犪狉狋犲狉，２０００，狆．２１）

犅犪狊犲犱狅狀狋犺犲犻狉犲狓狆犲狉犻犲狀犮犲狊犪狋犌狅犾犱犲狀犌犪狋犲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犅狉狅狑狀犻狀犵犪狀犱犆犪狉狋犲狉狋犺犲狀犮狅犱犲狏犲犾狅狆犲犱

犪狀犱犮狅狆狉犲狊犲狀狋犲犱狑犻狋犺犇狉．犘犲犵犕犮犘犪狉狋犾犪狀犱，犪狀犱犇狉．犜．犑．犜犪犫犪狉犪犪狆狉犲犮狅犳犲狉犲狀犮犲狑狅狉犽狊犺狅狆：

“犎狅狑犞犻狉狋狌犪犾犇狅犢狅狌犠犪狀狋犢狅狌狉犆犾犪狊狊狉狅狅犿狋狅犅犲？犛犲犾犲犮狋犻狀犵犜犲犮犺狀狅犾狅犵狔狋犺犪狋犉犻狋狊犢狅狌，犢狅狌狉

犜犲犪犮犺犻狀犵犛狋狔犾犲，犢狅狌狉犆狅狌狉狊犲犗犫犼犲犮狋犻狏犲狊犪狀犱犢狅狌狉犛狋狌犱犲狀狋狊，”犪狋犛狔犾犾犪犫狌狊９９．（犅狉狅狑狀犻狀犵，犆犪狉狋犲狉，

犕犮犘犪狉狋犾犪狀犱牔犜犪犫犪狉犪，１９９９，犑狌犾狔）

犜犺犲犮狅犾犾犪犫狅狉犪狋犻狅狀狊狑犻狋犺犲犪狉犾狔犪犱狅狆狋犲狉狊犫狉狅狌犵犺狋犿狅狉犲狏犻狊犻犫犻犾犻狋狔狋狅狋犺犲犾犻犫狉犪狉狔犪狀犱 犿狅狉犲

狅狆狆狅狉狋狌狀犻狋犻犲狊犳狅狉犾犻犫狉犪狉犻犪狀狊狋狅狑狅狉犽狑犻狋犺犳犪犮狌犾狋狔狋狅犻狀犮狅狉狆狅狉犪狋犲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犾犻狋犲狉犪犮狔狊犽犻犾犾狊犻狀

犮狅狌狉狊犲狊．犜犺狉狅狌犵犺狅狌狋狋犺犲狆狉狅犮犲狊狊，狋犲犮犺狀狅犾狅犵狔犪犾狊狅犿犪犱犲犻狋犻狀犮狉犲犪狊犻狀犵犾狔犲犪狊狔犳狅狉犆犪狉狋犲狉犪狀犱狅狋犺犲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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犾犻犫狉犪狉犻犪狀狊狋狅犻狀犮狅狉狆狅狉犪狋犲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犾犻狋犲狉犪犮狔狊犽犻犾犾狊犻狀狋狅犮狅狌狉狊犲狊，犪狊狑犲犾犾．

犐狀１９９６，犑犪狀犻犮犲犆犪狉狋犲狉狋犲犪犿犲犱狑犻狋犺犇狉．犑狅犪狀狀犲犠犲犵狊狋犲狀，狋狅犻狀犮狅狉狆狅狉犪狋犲犲犿犪犻犾犻狀狊狋狌犱犲狀狋

狉犲狊犲犪狉犮犺狑狅狉犽，狑犺犻犮犺狋犺犲狔犱犲狊犮狉犻犫犲犱犻狀狋犺犲犻狉狆狉犲狊犲狀狋犪狋犻狅狀 “犆犪狊犲犛狋狌犱犻犲狊犪狀犱犆狔犫犲狉狊狆犪犮犲：

犇犲狏犲犾狅狆犻狀犵犘狉狅犫犾犲犿犛狅犾狏犻狀犵犛犽犻犾犾狊犳狅狉狋犺犲犌犾狅犫犪犾犠狅狉犽狆犾犪犮犲，”犪狋狋犺犲犖犪狋犻狅狀犪犾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

犚犲狊犲犪狉犮犺犐狀狊狋犻狋狌狋犲狊５狋犺 犃狀狀狌犪犾犔犻犳犲犾狅狀犵 犔犲犪狉狀犻狀犵 犆狅狀犳犲狉犲狀犮犲，犈犱狌犮犪狋犻狅狀犻狀狋犺犲 犜犺犻狉犱

犕犻犾犾犲狀狀犻狌犿：犃犱狌犾狋犔犲犪狉狀犲狉狊犻狀狋犺犲犞犻狉狋狌犪犾犆犾犪狊狊狉狅狅犿（犠犲犵狊狋犲狀牔犆犪狉狋犲狉，１９９６）．

犗狏犲狉狋犺犲狔犲犪狉狊，犾犻犫狉犪狉犻犪狀狊犪狋犌狅犾犱犲狀犌犪狋犲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犺犪狏犲犳狅狌狀犱狋犺犪狋犮犻狋犻狀犵犪狆狆狉狅狆狉犻犪狋犲犾狔犪狀犱

犪狏狅犻犱犻狀犵狆犾犪犵犻犪狉犻狊犿犻狊狋犺犲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犾犻狋犲狉犪犮狔狋狅狆犻犮狅犳犵狉犲犪狋犲狊狋犮狅狀犮犲狉狀狋狅犿狅狊狋犳犪犮狌犾狋狔．犜犺犲

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犔犻犫狉犪狉狔狊狋犪犳犳犪犱犱狉犲狊狊狋犺犪狋犻狊狊狌犲犻狀狉犲狊犲犪狉犮犺犻狀狊狋狉狌犮狋犻狅狀狊犲狊狊犻狅狀狊狋犪犻犾狅狉犲犱狋狅犮狅狌狉狊犲

犪狊狊犻犵狀犿犲狀狋狊，犪狀犱狋犺狉狅狌犵犺狋犺犲犱犲狏犲犾狅狆犿犲狀狋狅犳狅狀犾犻狀犲狉犲狊犲犪狉犮犺犵狌犻犱犲狊，狊狌犮犺犪狊狋犺犲犃犘犃犆犻狋犪狋犻狅狀

犔犻犫犌狌犻犱犲，犺狋狋狆：／／犵犵狌．犾犻犫犵狌犻犱犲狊．犮狅犿／犪狆犪，犮狅狀狊犻狊狋犲狀狋犾狔狋犺犲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犔犻犫狉犪狉狔狊犿狅狊狋狆狅狆狌犾犪狉

犵狌犻犱犲．犈狏犲狀犳犪犮狌犾狋狔狑犺狅犱狅狀狋狋犺犻狀犽狋犺犲狔犺犪狏犲狋犻犿犲犳狅狉犪狉犲狊犲犪狉犮犺狊犲狊狊犻狅狀犻狀犮犾犪狊狊，狅狉狑犺狅狋犲犪犮犺

狅狀犾狔狅狀犾犻狀犲，犻狀犮狅狉狆狅狉犪狋犲狋犺犻狊犵狌犻犱犲犻狀狋犺犲犻狉狊狔犾犾犪犫犻．

犔犻犫犌狌犻犱犲狊，犱犲狏犲犾狅狆犲犱犫狔犛狆狉犻狀犵狊犺犪狉犲，犪狉犲狅狀犲狅犳犿犪狀狔狆狉狅犱狌犮狋狊狋犺犪狋犺犲犾狆犾犻犫狉犪狉犻犪狀狊犽犲犲狆犪狋狋犺犲

犳狅狉犲犳狉狅狀狋狅犳狋犲犮犺狀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犻狀狀狅狏犪狋犻狅狀．犃狋犌狅犾犱犲狀犌犪狋犲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犪狀犱狆犲狉犺犪狆狊犿犪狀狔狅狋犺犲狉

狌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犻犲狊，犔犻犫犌狌犻犱犲狊犪狉犲犪犿狅狀犵狋犺犲犿狅狊狋犻狀狋犲狉犪犮狋犻狏犲犪狀犱狏犻狊狌犪犾犾狔犪狆狆犲犪犾犻狀犵犠犲犫２．０狉犲狊狅狌狉犮犲狊

犪狏犪犻犾犪犫犾犲．犜犺狌狊，犳犪犮狌犾狋狔狊犲犲狋犺犲犔犻犫犌狌犻犱犲狊犪狊犪狀犲犪狊狔犪狀犱犪狆狆犲犪犾犻狀犵狑犪狔狋狅犪犱犱犠犲犫２．０

狋犲犮犺狀狅犾狅犵犻犲狊狋狅狋犺犲犻狉犮犾犪狊狊犲狊．犃狊狅犳犛犲狆狋犲犿犫犲狉１，２０１２，犾犻犫狉犪狉犻犪狀狊犮狅狌犾犱“狊犲犪狉犮犺犪狀犱犲狓狆犾狅狉犲

２７６，３９９犵狌犻犱犲狊犫狔４８，９６９犾犻犫狉犪狉犻犪狀狊犪狋３４９４犾犻犫狉犪狉犻犲狊狑狅狉犾犱狑犻犱犲，”犪犮犮狅狉犱犻狀犵狋狅狋犺犲狑犲犫狊犻狋犲

犺狋狋狆：／／狑狑狑．犾犻犫犵狌犻犱犲狊，犮狅犿

犔犻犫狉犪狉犻犪狀狊犪狋犌狅犾犱犲狀犌犪狋犲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犪狀犱犲犾狊犲狑犺犲狉犲犺犪狏犲犱犲狏犲犾狅狆犲犱犔犻犫犌狌犻犱犲狊狋狅狊狌狆狆狅狉狋狋犺犲

狏犪狉犻狅狌狊狆狉狅犵狉犪犿狊狅犳狊狋狌犱狔，狊狌犮犺犪狊犉犻狀犪狀犮犲，犕犪狀犪犵犲犿犲狀狋，犕犪狉犽犲狋犻狀犵，犘狌犫犾犻犮犃犱犿犻狀犻狊狋狉犪狋犻狅狀，

犲狋犮．犐狀犿犪狀狔狅犳狋犺犲狊犲，狋犺犲犌犌犝犾犻犫狉犪狉犻犪狀狊犪犾狊狅犾犻狀犽狋狅狋犺犲犃犘犃犮犻狋犪狋犻狅狀狑犲犫狊犻狋犲．犛犲犲，犳狅狉

犲狓犪犿狆犾犲，犺狋狋狆：／／犵犵狌．犾犻犫犵狌犻犱犲狊．犮狅犿／犲犿狆犪．

犃狀狅狋犺犲狉狋犲犮犺狀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狉犲狊狅狌狉犮犲狋犺犪狋犺犪狊犺犲犾狆犲犱犾犻犫狉犪狉犻犪狀狊狋犲犪犿 狑犻狋犺犳犪犮狌犾狋狔狋狅犺犲犾狆狋犲犪犮犺

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狋狅犮犻狋犲狉犲狊狅狌狉犮犲狊犪狆狆狉狅狆狉犻犪狋犲犾狔犪狀犱犪狏狅犻犱狆犾犪犵犻犪狉犻狊犿犻狊犜狌狉狀犐狋犐狀．犺狋狋狆：／／狋狌狉狀犻狋犻狀．犮狅犿／

狑犺犻犮犺，狅狀犻狋狊狑犲犫狊犻狋犲，犫犻犾犾狊犻狋狊犲犾犳犪狊“犜犺犲犵犾狅犫犪犾犾犲犪犱犲狉犻狀狆犾犪犵犻犪狉犻狊犿狆狉犲狏犲狀狋犻狅狀．．．”犃狋犌狅犾犱犲狀

犌犪狋犲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犜狌狉狀犐狋犐狀犻狊犪犱犿犻狀犻狊狋犲狉犲犱狋犺狉狅狌犵犺狋犺犲犾犻犫狉犪狉狔，狊狅犾犻犫狉犪狉犻犪狀狊犺犲犾狆犳犪犮狌犾狋狔狊犲狋狌狆

狋犺犲犻狉犜狌狉狀犐狋犐狀犪犮犮狅狌狀狋狊．犔犻犫狉犪狉犻犪狀狊狅犳狋犲狀狌狊犲狋犺犻狊狅狆狆狅狉狋狌狀犻狋狔狋狅狋犲犾犾犳犪犮狌犾狋狔犪犫狅狌狋狉犲狊狅狌狉犮犲狊犪狀犱

狊犲狉狏犻犮犲狊狅犳狋犺犲犾犻犫狉犪狉狔狋犺犪狋犮犪狀犺犲犾狆犳犪犮狌犾狋狔犪犱犱狉犲狊狊狋犺犲犮狅狀犮犲狉狀狊狋犺犲狔犿犪狔犺犪狏犲犪犫狅狌狋犮犻狋犪狋犻狅狀



——— ２４　　　

犪狀犱狅狋犺犲狉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犾犻狋犲狉犪犮狔狋狅狆犻犮狊．犜犺犻狊犮犪狀犾犲犪犱狋狅犫狉狅犪犱犲狉犮狅狀狏犲狉狊犪狋犻狅狀狊犪犫狅狌狋犺狅狑犾犻犫狉犪狉狔

犮犪狀狆狉狅狏犻犱犲狅狋犺犲狉狊狌狆狆狅狉狋，犪狊狑犲犾犾．

犠犺犲狀犪狊狋狌犱犲狀狋狅狉犳犪犮狌犾狋狔犿犲犿犫犲狉狊狌犫犿犻狋狊犪狆犪狆犲狉狋狅犜狌狉狀犐狋犐狀，犜狌狉狀犐狋犐狀犮狅犿狆犪狉犲狊狋犺犲狆犪狆犲狉

狋狅狋犺犲狉犲狊狅狌狉犮犲狊犻狀犻狋狊犲狓狋犲狀狊犻狏犲犱犪狋犪犫犪狊犲狅犳狅狋犺犲狉狊狋狌犱犲狀狋狆犪狆犲狉狊，狑犲犫狉犲狊狅狌狉犮犲狊，犫狅狅犽狊，犪狀犱

犼狅狌狉狀犪犾，犿犪犵犪狕犻狀犲犪狀犱狀犲狑狊狆犪狆犲狉犪狉狋犻犮犾犲狊．犜狌狉狀犐狋犐狀犺犻犵犺犾犻犵犺狋狊狋犺犲狊犲犮狋犻狅狀狊狅犳狋犲狓狋犻狀狋犺犲狊狋狌犱犲狀狋

狆犪狆犲狉狑犺犻犮犺犪狉犲狀狅狋狅狉犻犵犻狀犪犾．犔犻犫狉犪狉犻犪狀狊犲狀犮狅狌狉犪犵犲犳犪犮狌犾狋狔狋狅狊犲狋狌狆狋犺犲犻狉犜狌狉狀犐狋犐狀犪犮犮狅狌狀狋狊狊狅

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犮犪狀狊狌犫犿犻狋狋犺犲犻狉狆犪狆犲狉狊狋狅犜狌狉狀犐狋犐狀 犿狌犾狋犻狆犾犲狋犻犿犲狊犳狅狉狅狀犲狆狉狅犼犲犮狋，犪狀犱狋犺狌狊狌狊犲

犜狌狉狀犐狋犐狀犪狊犪犾犲犪狉狀犻狀犵狋狅狅犾．

犆狌狉狉犲狀狋犾狔，犳犪犮狌犾狋狔犪狋犌狅犾犱犲狀犌犪狋犲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犪狉犲犲狀犮狅狌狉犪犵犲犱狋狅犻狀犮犾狌犱犲狏犻犱犲狅狊犪狀犱狅狋犺犲狉

犿狌犾狋犻犿犲犱犻犪犻狀狋犺犲狅狀犾犻狀犲狆犾犪狋犳狅狉犿犳狅狉狋犺犲犻狉犮狅狌狉狊犲狊．犕犪狀狔犳犪犮狌犾狋狔犱狅狀狅狋犳犲犲犾狋犺犲狔犺犪狏犲狋犺犲狋犻犿犲

狋狅犱犲狏犲犾狅狆狋犺犲犻狉狅狑狀狏犻犱犲狅狊，犫狌狋狋犺犲狔犮犪狀犲犪狊犻犾狔犻狀犮狅狉狆狅狉犪狋犲狏犻犱犲狅狊犪狀犱狅狋犺犲狉犿狌犾狋犻犿犲犱犻犪

犾犻犫狉犪狉犻犪狀狊犺犪狏犲犱犲狏犲犾狅狆犲犱狅狀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犾犻狋犲狉犪犮狔犪狀犱狅狋犺犲狉狋狅狆犻犮狊．犔犻犫狉犪狉犻犪狀狊狌狊犲狋犲犮犺狀狅犾狅犵犻犲狊

狊狌犮犺犪狊犞狅犻犮犲犜犺狉犲犪犱犺狋狋狆：／／狏狅犻犮犲狋犺狉犲犪犱．犮狅犿／狋狅犮狉犲犪狋犲犿狌犾狋犻犿犲犱犻犪．犔犻犫狉犪狉犻犪狀狊犪狋犌狅犾犱犲狀犌犪狋犲

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犺犪狏犲犻狀犮狅狉狆狅狉犪狋犲犱狏狅犻犮犲狋犺狉犲犪犱狊犻狀犔犻犫犌狌犻犱犲狊．犛犲犲犌犌犝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犔犻犫狉犪狉狔狊犃犘犃

犮犻狋犪狋犻狅狀犵狌犻犱犲犺狋狋狆：／／犵犵狌．犾犻犫犵狌犻犱犲狊．犮狅犿／犪狆犪犳狅狉犪狏狅犻犮犲狋犺狉犲犪犱狅狀 犠犺狔犆犻狋犲？犺狋狋狆：／／

狏狅犻犮犲狋犺狉犲犪犱．犮狅犿／＃狇．犫５８０５８７．犻３０９９１９０犛犲犲犪犾狊狅狋犺犲犐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犔犻狋犲狉犪犮狔犾犻犫犵狌犻犱犲犺狋狋狆：／／犵犵狌．

犾犻犫犵狌犻犱犲狊．犮狅犿／犻狀犳狅犾犻狋犳狅狉狏狅犻犮犲狋犺狉犲犪犱狊狅狀狋犺犲犺狅犿犲狆犪犵犲犪狀犱狌狀犱犲狉狋犺犲狋犪犫狊犝狊犲狋犺犲犔犻犫狉犪狉狔犪狀犱

犚犲狊犲犪狉犮犺犜狅狆犻犮狊．

犝狊犻狀犵犛犮狉犲犲狀犮犪狊狋狅犿犪狋犻犮，犺狋狋狆：／／狑狑狑．狊犮狉犲犲狀犮犪狊狋狅犿犪狋犻犮．犮狅犿／犾犻犫狉犪狉犻犪狀狊犪狉犲狀狅狑犮狉犲犪狋犻狀犵狊犮狉犲犲狀犮犪狊狋狊

狊狌犮犺犪狊犺狋狋狆：／／狔狅狌狋狌．犫犲／犖犙０犌犡犃犿犳６犃犝 狑犺犻犮犺狆狉狅狏犻犱犲狊犪狋狅狌狉狅犳狋犺犲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犔犻犫狉犪狉狔

狑犲犫狆犪犵犲，犻狀犮犾狌犱犻狀犵狉犲狊狅狌狉犮犲狊犳狅狉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犾犻狋犲狉犪犮狔．犉犪犮狌犾狋狔犮犪狀犲犪狊犻犾狔犲犿犫犲犱狋犺犲狊犮狉犲犲狀犮犪狊狋狊

犻狀狋犺犲狅狀犾犻狀犲犮狅犿狆狅狀犲狀狋狊狅犳狋犺犲犻狉犮狅狌狉狊犲狊．犔犻犫狉犪狉犻犪狀狊犺犪狏犲犫犲犲狀狑狅狉犽犻狀犵狑犻狋犺犻狀狊狋狉狌犮狋犻狅狀犪犾

犱犲狊犻犵狀犲狉狊狋狅犲犿犫犲犱犪狑犻犱犵犲狋犻狀狋狅犪犾犾狅狀犾犻狀犲犮狅狌狉狊犲狊狑犺犻犮犺犻狀犮犾狌犱犲狊狋犺犲犾犻犫狉犪狉狔狊犮狉犲犲狀犮犪狊狋．犗狀犾犻狀犲

犮狅狌狉狊犲狊，犪狀犱犲狏犲狀犮狅狌狉狊犲狊犻狀狆犲狉狊狅狀狑犻狋犺狅狀犾犻狀犲犮狅犿狆狅狀犲狀狋狊，犱狅狀狅狋犺犪狏犲狋犺犲狋犻犿犲犮狅狀狊狋狉犪犻狀狋狊

狋犺犪狋犮犾犪狊狊犲狊狑犺犻犮犺狅狀犾狔犿犲犲狋犻狀狆犲狉狊狅狀犱狅．犜犺狌狊狋犺犲狉犲犪狉犲犿狅狉犲狅狆狆狅狉狋狌狀犻狋犻犲狊犳狅狉犾犻犫狉犪狉犻犪狀犪狀犱

犳犪犮狌犾狋狔犮狅犾犾犪犫狅狉犪狋犻狅狀狋狅犲犿犫犲犱犻狀狊狋狉狌犮狋犻狅狀狅狀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犾犻狋犲狉犪犮狔犪狀犱狅狋犺犲狉狋狅狆犻犮狊．

犔犻犫狉犪狉犻犪狀狊犪狋犌狅犾犱犲狀犌犪狋犲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犪狉犲犮狅狀狊狋犪狀狋犾狔犾狅狅犽犻狀犵犳狅狉狀犲狑狋犲犮犺狀狅犾狅犵犻犲狊犪狀犱狀犲狑狑犪狔狊狋狅

狆犪狉狋狀犲狉狑犻狋犺犳犪犮狌犾狋狔狋狅犻狀犮狅狉狆狅狉犪狋犲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犾犻狋犲狉犪犮狔犻狀犮犾犪狊狊犲狊．犜犺犲狔犪狉犲犪犾狊狅狌狊犻狀犵犅狉犲狀犱犪犇犲狉狏犻狀狊

犿狅犱犲犾狅犳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狊犲犲犽犻狀犵犫犲犺犪狏犻狅狉狋狅犪狀犪犾狔狕犲狋犺犲犵犪狆狊犳犪犮狌犾狋狔犪狀犱狅狋犺犲狉犾犻犫狉犪狉狔犮狅狀狊狋犻狋狌犲狀犮犻犲狊

犳犪犮犲，狋狅犳犻狀犱狀犲狑狑犪狔狊狋狅狆犪狉狋狀犲狉狑犻狋犺犮狅狀狊狋犻狋狌犲狀犮犻犲狊，犫狉犻犱犵犲狋犺犲犵犪狆狊，犪狀犱犻狀犮狅狉狆狅狉犪狋犲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

犾犻狋犲狉犪犮狔犻狀狊狋狉狌犮狋犻狅狀，犪狀犱狅狋犺犲狉犵狌犻犱犲狊犪狀犱狉犲狊狅狌狉犮犲狊，狋狅犪犱犱狉犲狊狊狆犪狋狉狅狀狀犲犲犱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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犚犲犳犲狉犲狀犮犲狊

［１］犅狉狅狑狀犻狀犵，犑牔犆犪狉狋犲狉，犑．（１９９８，犖狅狏犲犿犫犲狉）．犕狅狋犻狏犪狋犻狀犵狊狋狌犱犲狀狋犾犲犪狉狀犻狀犵狋犺狉狅狌犵犺狑犲犫狊犻狋犲

犱犲狏犲犾狅狆犿犲狀狋，犘犪狆犲狉狆狉犲狊犲狀狋犲犱犪狋狋犺犲犃狊狊狅犮犻犪狋犻狅狀犳狅狉犅狌狊犻狀犲狊狊犆狅犿犿狌狀犻犮犪狋犻狅狀６３狉犱犃狀狀狌犪犾

犆狅狀狏犲狀狋犻狅狀，犛犪狀犃狀狋狅狀犻狅，犜犲狓犪狊．

［２］犅狉狅狑狀犻狀犵，犑．，牔犆犪狉狋犲狉，犑．（２０００）“犘狌狋狋犻狀犵狔狅狌狉犫犲狊狋狑犲犫犳狅狅狋犳狅狉狑犪狉犱：犃犱犪狆狋犻狀犵狑犲犫

狋犲犮犺狀狅犾狅犵犻犲狊狋狅犳犻狋狔狅狌，狔狅狌狉狋犲犪犮犺犻狀犵狊狋狔犾犲，犪狀犱狔狅狌狉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犜犲犪犮犺犻狀犵犪狀犱犾犲犪狉狀犻狀犵犻狀犪

狀犲狋狑狅狉犽狑狅狉犾犱，犜犲犮犺犈犱２０００犘狉狅犮犲犲犱犻狀犵狊，犲犱犻狋犲犱犫狔犘．犎狅犳犳犿犪狀犪狀犱犇．犔犲犿犽犲．犃犿狊狋犲狉犱犪犿：

犐犗犛犘狉犲狊狊，狆狆．１９—２６．

［３］犅狉狅狑狀犻狀犵，犑．，犆犪狉狋犲狉，犑．，犕犮犘犪狉狋犾犪狀犱，犘．，牔犜犪犫犪狉犪，犜．（１９９９，犑狌犾狔）．犎狅狑狏犻狉狋狌犪犾犱狅狔狅狌

狑犪狀狋狔狅狌狉犮犾犪狊狊狉狅狅犿狋狅犫犲？犛犲犾犲犮狋犻狀犵狋犲犮犺狀狅犾狅犵狔狋犺犪狋犳犻狋狊狔狅狌，狔狅狌狉狋犲犪犮犺犻狀犵狊狋狔犾犲，狔狅狌狉犮狅狌狉狊犲

狅犫犼犲犮狋犻狏犲狊犪狀犱狔狅狌狉狊狋狌犱犲狀狋狊．”

［４］犘狉犲犮狅狀犳犲狉犲狀犮犲狑狅狉犽狊犺狅狆狆狉犲狊犲狀狋犲犱犪狋犛狔犾犾犪犫狌狊９９，犛犪狀狋犪犆犾犪狉犪，犆犪犾犻犳狅狉狀犻犪．犇犲狉狏犻狀，１９９９）．“犗狀

狊狋狌犱狔犻狀犵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狊犲犲犽犻狀犵犿犲狋犺狅犱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犾狔：狋犺犲犻犿狆犾犻犮犪狋犻狅狀狊狅犳犮狅狀狀犲犮狋犻狀犵犿犲狋犪狋犺犲狅狉狔狋狅

犿犲狋犺狅犱．”犐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犘狉狅犮犲狊狊犻狀犵牔犕犪狀犪犵犲犿犲狀狋，３５（６），７２７—７５０，犪狊犮犻狋犲犱犫狔犌狅犱犫狅犾犱，犖．

（２００６）“犅犲狔狅狀犱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狊犲犲犽犻狀犵：狋狅狑犪狉犱狊犪犵犲狀犲狉犪犾犿狅犱犲犾狅犳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犫犲犺犪狏犻狅狌狉，”

（２００６，犑狌犾狔）犐犚犐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犚犲狊犲犪狉犮犺，犞狅犾．１１，犖狅．４，狉犲狋狉犻犲狏犲犱狏犻犪犺狋狋狆：／／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狉．狀犲狋／

犻狉／１１４／狆犪狆犲狉２６９．犺狋犿犾犛犲狆狋犲犿犫犲狉１５，２０１２．

［５］犠犲犵狊狋犲狀，犑．，犪狀犱犆犪狉狋犲狉，犑．，（１９９６，犉犲犫狉狌犪狉狔）“犆犪狊犲犛狋狌犱犻犲狊犪狀犱犆狔犫犲狉狊狆犪犮犲：犇犲狏犲犾狅狆犻狀犵

犘狉狅犫犾犲犿犛狅犾狏犻狀犵犛犽犻犾犾狊犳狅狉狋犺犲犌犾狅犫犪犾犠狅狉犽狆犾犪犮犲．”犘狉犲狊犲狀狋犪狋犻狅狀犪狋狋犺犲犖犪狋犻狅狀犪犾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

犚犲狊犲犪狉犮犺犐狀狊狋犻狋狌狋犲狊５狋犺 犃狀狀狌犪犾犔犻犳犲犾狅狀犵 犔犲犪狉狀犻狀犵 犆狅狀犳犲狉犲狀犮犲，犈犱狌犮犪狋犻狅狀犻狀狋犺犲 犜犺犻狉犱

犕犻犾犾犲狀狀犻狌犿：犃犱狌犾狋犔犲犪狉狀犲狉狊犻狀狋犺犲犞犻狉狋狌犪犾犆犾犪狊狊狉狅狅犿．犛犪狀犇犻犲犵狅．

í[îï

犑犪狀犻犮犲犔．犆犪狉狋犲狉，犇犻狉犲犮狋狅狉，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犔犻犫狉犪狉狔，犌狅犾犱犲狀犌犪狋犲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



——— ２６　　　

论中小学生信息素养的培养与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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çèé中小学生信息素养的培养
与提高，主要从三个方面开展工

作：学科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

要注重培养学生信息素养的意识

和态度；开展学校图书馆活动课

程，提高学生信息获取能力；公共

图书馆应在信息应用与信息创造

方面培养学生的信息素养。

êëìé中小学生，信息素养，学
科教师，图书馆活动课程，公共图

书馆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犜犺犲狋狉犪犻狀犻狀犵 犪狀犱犻犿

狆狉狅狏犲犿犲狀狋狅犳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犾犻狋犲狉犪犮狔

犳狅狉狆狉犻犿犪狉狔犪狀犱狊犲犮狅狀犱犪狉狔狊犮犺狅狅犾

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犮狅狌犾犱犫犲犱犲狏犲犾狅狆犲犱犻狀狋犺犲

犳狅犾犾狅狑犻狀犵 狋犺狉犲犲 犪狉犲犪狊： 狊狌犫犼犲犮狋

狋犲犪犮犺犲狉狊犱犲狏犲犾狅狆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犻狀犳狅狉犿犪

狋犻狅狀犾犻狋犲狉犪犮狔 犻狀 狋犺犲 犮犾犪狊狊狉狅狅犿；

狊犮犺狅狅犾犾犻犫狉犪狉犻犲狊犮狉犲犪狋犲犮狌狉狉犻犮狌犾犪犪狀犱

狆狉狅犵狉犪犿狊 狋狅 犻犿狆狉狅狏犲 狊狋狌犱犲狀狋狊

犮狅犿狆犲狋犲狀犮狔犻狀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犪犮犮犲狊狊；

狆狌犫犾犻犮犾犻犫狉犪狉犻犲狊犱犲狏犲犾狅狆狆狉狅犵狉犪犿狊

狋狅犲狀犺犪狀犮犲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

犾犻狋犲狉犪犮狔狑犻狋犺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狌狊犲犪狀犱

犮狉犲犪狋犻狅狀．

　　“信息素养”的概念最早由美国信息产业协会主席保

罗·泽考斯基于１９７４年提出，他认为：信息素养是利用大

量的信息工具及信息源，使问题得到解决或解答的技能。

信息素养是指通过教育形成的，个体在信息获取、评价、利

用、生成等方面的能力及修养。信息素养的核心是对信息

的驾驭能力，信息素养教育则重在能力的培养［１］。

中小学生的信息素养教育是学校教育内容的一部分，

学科教师作为教育系统中的教育信息的主要信息源和传

递者，无论在教育信息的准备还是教育信息的传递等方

面，教师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他们在培养学生信

息素养的意识和态度上也能发挥着同样的作用。

!! "#$%&$'$"()*+,-."
/012.345678

　　信息意识与态度、基本的图书馆技能和信息技术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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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犾犻狋犲狉犪犮狔，犾犻

犫狉犪狉狔狆狉狅犵狉犪犿狊，狆狌犫犾犻犮犾犻犫狉犪狉狔，狆狉犻

犿犪狉狔犪狀犱狊犲犮狅狀犱犪狉狔狊犮犺狅狅犾狊狋狌犱犲狀狋狊　

是一个人信息素养构建的最基础部分，信息的获取、应用、

创造、道德是信息素养水平的逐步完善。教育系统本身也

要求教师必须具备一定的信息素养包括基本信息素养、学

科信息素养、特殊信息素养、科研信息素养等。学科教师

因为教学需要，利用信息资源提升自己教学能力的意识比

较强，他们使用信息技术进行信息获取、加工和应用正在

逐步日常化。作为知识信息的传递者，学科教师担负着培

养信息时代新公民的重任，为了培养学生独立学习的态

度、能力，使他们能成为信息时代的新型人才，学科教师应

在日常教学中采用不同的教学方式有意识地去培养学生

获取信息的意识和态度。如学科教师可利用一些信息处

理软件如 犠狅狉犱、犘狅狑犲狉犘狅犻狀狋等制作教学课件，并在课堂

上向学生展示；学科教师还应经常针对某个节日或历史事

件，让学生查阅书刊或在互联网上寻找相关资料；或针对

某个问题让学生查找资料，在此之上加工组合形成自己的

作品（黑板报、电子小报等）；对高年级学生可以采用探究

式学习等教学方法，针对某个问题，培养学生运用信息进

行问题探究、获取寻找不同的观点、资料并对信息进行分

析与评价，运用信息技术创新性地表达思想等方面的能

力。通过一系列的日常教学活动，在传递知识的同时，启

发学生的信息意识，激发他们探索信息的欲望，并能在学

生心中达到一种共识：信息对人的重要性，获取信息有多

种方式，每人都能通过不同的信息源来获取各种知识，掌

握信息技术能提高自身学习能力等。如此一来学生学习

过程中遇到难题，潜意识就会想到如何利用自己所掌握的

信息技术，并借助各种信息检索工具来寻求解决问题的方

法和途径。

目前不少学科教师将互联网作为信息资源的主要获

取渠道，能够利用有效的搜索工具、采用良好的信息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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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策略获取自己需要的信息资源；但对于传统的图书馆资源，利用率比较低，也缺乏对图书

馆系统信息检索的能力，可以说他们的信息素养水平还有待提高。而中小学生信息素养

的培养与提高和教师自身信息素养的高低有密切的关系，因此教师自己也要接受系统的

信息素养课程教育，进一步提升自身信息素养的层次与水平，成为一个终身学习者和信

息素养过硬的人，充分发挥他们在学生信息素养教育方面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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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图书馆作为学校的信息宝库，它的基本任务是采集各类文献信息，为师生提供

书刊资料、信息，同时也培养学生收集、整理资料、利用信息的能力和终身学习的能力。

学校图书馆作为中小学校基础设施之一，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善的信息组织与管理机制。

虽然中小学生已经将互联网作为获取信息资源的主要渠道，但图书馆的图书、期刊仍然

是信息获取的重要资源，特别是在中小学校不容易获取国家的大型电子学术数据库的情

况下，纸质的图书、期刊仍然是学生获取资源的良好途径，传统图书馆作为信息源还能发

挥着不能忽视的重要作用，因此作为开展信息素养教育的主阵地，学校图书馆有着一定

的优势。如何让师生在教与学活动过程中，加强学生信息获取能力的培养，有效利用图

书馆的资源，开设学校图书馆活动课程是个值得尝试的方法。所谓学校图书馆活动课程

是以学校图书馆为依托，对学校图书馆的系列教育活动进行系统课程化规范，并通过一

定的方式将之纳入现代教育课程体系，即把学校图书馆的资源优势进行一定的形式结

构，从而注入到以学生为主体的知识流动环节中，通过体系化的活动建设，达到启发学生

现代的文献信息意识，加快学生的知识转化，帮助学生自我提高综合素质目标的一门探

索性课程［２］。

开展学校图书馆活动课程，既能为学校图书馆收藏的文献信息提供了一个发挥其功

能的机会，又能让学生了解周围可以利用的资源分布情况，并在需要的时候能够有效地

确认获取途径，并获得自己所需的信息资源。课程内容包括：（１）图书馆知识，图书馆作

为一个信息宝库，有什么功能，可以提供什么服务，了解身边各类型的图书馆尤其是学校

图书馆、少年儿童图书馆的布局、设备、资源、规则，网上图书馆和实体图书馆的区别，如

何利用图书馆等。（２）文献知识，介绍图书馆的书及刊，报纸、期刊与图书的区别，了解图



２９　　　 ———

书馆的书刊是如何分类和排架的；如何利用目录和索引查找书刊信息，认识工具书，了解

常用工具书如《辞海》等各类工具书的查检方法，如何利用工具书查找资料；认识电子读

物，如何阅读报刊电子版、电子图书等。（３）网络信息知识，如何使用搜索引擎在互联网

上查找信息，掌握查找信息的技巧，浏览网站和下载、整理网络信息时，要遵守网络道德

规范等。（４）掌握阅读的一些基本知识，如阅读态度与阅读计划、阅读方法与阅读内容的

选择、阅读时间等。（５）信息采集的技巧与方法，定制一个专题利用各种检索工具收集资

料，并学会从众多信息中选择有用的信息，制作剪报或编制电子小报等。开展学校图书

馆活动课程，学校要充分重视，要多给予行政决策上的支持，要建立学科教师与图书馆、

图书馆教师密切合作的有效机制，支持学科教师与图书馆教师的联合备课、为学科教师、

图书馆教师提供软、硬件条件支持等。通过开设这门以学校图书馆为基础的课程，不但

能达到促进学校图书馆资源利用的最优化、促进知识传播与知识接受的最优化的目的，

还能启发学生的各类文献信息意识，加快学生的知识转化，在提高学生自身的信息能力、

终身学习的能力的同时，进一步提高其综合素质。

在对学生信息获取能力培养的同时，要重视学生信息道德教育。信息道德是信息社

会公民在信息获取、处理过程中应该遵守的行为准则。对中小学生而言，要培养他们具

有良好的信息公德意识、良好的信息责任感、良好的信息免疫和自律能力等［３］。

#! IJ<=>K&-."/301KLM01NOGHPQ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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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学生信息素养不仅涉及信息的获取、检索、表述、利用等技术层面的应用技能，

还包括独立学习的态度、方法，以及将信息用于信息问题解决、进行创新性思维的综合信

息能力。即在信息问题解决过程中，应该具有信息意识、信息知识、信息能力和信息伦理

道德四方面的能力，且能综合运用，创造性思维［４］。好的信息如何能够有效地服务于学

习，依赖于学生对于信息的组织、加工、应用能力以及创造新信息的能力，而在此过程中

所体现出来的对信息处理的批判性思维和问题解决能力是学生信息素养的重要组成部

分。由于不少学校资源有限，硬件设施跟不上，目前学校对学生的信息素养教育还只停

留在培养学生利用多种途径获取信息的层次上，对于运用批判性思维分析与评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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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信息进行问题解决等能力的培养还比较欠缺。虽然有些学生能够根据需要熟练地

对获取到的信息进行筛选加工，在应用信息的时候具有批判性思维能力，并能够利用信

息进行问题解决，在信息处理工具的使用上，也能熟练掌握 犠狅狉犱、犘狅狑犲狉犘狅犻狀狋等常用工

具软件，但对一些信息深层加工与创造工具如犈狓犮犲犾、犉狉狅狀狋犘犪犵犲、犉犾犪狊犺等掌握程度不

高，学生信息应用与创造的能力存在显著差异，信息应用与创造的层次有待提高。

要提高中小学生在信息应用与创造方面的能力，仅依赖于学校的教育是不够的，尤

其在学校图书馆资源缺乏、硬件跟不上的地区，中小学图书馆工作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

视，图书馆教师开展工作积极性不高。对于图书馆资源，不少中小学生不了解也不会利

用，更缺乏对于图书馆系统信息检索的能力，学生信息素养发展受到了制约。在国家提

倡公共图书馆免费开放、免费服务的大环境下，公共图书馆应加大对中小学生的宣传力

度，吸引学生走进图书馆，引导他们充分利用本馆的资源。如在寒暑假期间，利用电子阅

览室，举办现代文献检索讲座、如何利用数字图书馆、信息技术技能知识等培训班，加深

学生对图书馆的书目资源、检索设备、文献体系的了解，学会通过互联网搜索对自身学习

有用的资料，提高利用信息资源的质量。还可以和学校联合举办“计算机技能竞赛”或

“犉犾犪狊犺动画制作大赛“等活动，激发学生利用信息技术解决问题和处理信息的兴趣，挖掘

学生在信息应用和创造方面的能力。如桂林图书馆从２００８年起，每年都与桂林市科技

局、桂林市知识产权局、桂林市教育局联合举办“少儿计算机技能竞赛”，这是一项结合科

普知识和计算机技能，面向全市各小学开展的少儿科普活动，所举办的竞赛注重普及性、

实用性和操作性。２０１２年的竞赛分复赛和决赛，复赛以制作电脑小报、狑狅狉犱软件的操

作、图片处理、命题搜索等为主要内容，决赛则采取团体合作的形式以“科技与生活”为主

题制作网页。比赛除了考察个人计算机技能外，还鼓励小选手充分发挥想象力、创造力，

以培养小学生自主自信、创新表现的科学精神。在电脑小报制作环节，小选手们设计的

电脑小报构思独特，生动活泼，图文并茂，色彩搭配协调，充分展现了小选手们在文字、审

美、独创、新技术应用等方面的素养。最后，小选手们所提交的电脑小报作品在文化部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中小学生电脑小报设计比赛”中还取得了二等奖３名，三等

奖１名的好成绩。此外，从２００３年起，桂林图书馆每年都与桂林市科技局、桂林市知识产

权局、桂林市教育局联合举办“桂林市青少年犉犾犪狊犺科普作品创作大赛”，大赛主题每年都

不同，此项活动给青少年提供了更好的科普动画创作园地和才华展示平台，拓展了青少

年的科普活动空间，培养了青少年的科学能力、科学精神以及创新表达表现能力，成为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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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市中小学生课余时间最为喜爱的科普活动。

公共图书馆在关注学生信息应用与信息创造能力培养的同时，也要关注学科教师在

信息素养方面的培训需求，可根据各学科教师的特点，和学校联合举办一些有针对性的

培训班，对学科老师的信息素养培训已不能限于技术层面，而是要从培训学科教师基本

的信息意识、信息获取和组织方法等层次提升到对信息进行更加复杂的加工与处理、运

用信息解决问题、创造有用新信息等较高信息素养层次［５］。使得学科教师对学生信息素

养的培养不仅仅停留在对学生信息获取能力等较为底层上，还能加强运用批判性思维分

析与评价信息、运用信息进行问题解决等能力的培养。

$! WX

在对中小学生加强信息素养教育的过程中，学校要鼓励学科教师、图书馆教师多参

与公共图书馆的信息活动，有效、合理地利用公共图书馆的资源，避免资源浪费，共同在

信息技术技能、信息搜索、分析与评价、综合和创造等不同的信息素养层次上加强对学生

的培养。相信在学校、学科教师、学校图书馆、图书馆教师、公共图书馆的共同努力下，学

生的信息素养层次与水平会有进一步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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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刘纪菲：如何加强高校学生的信息素养教育［犑］。中国图书馆学报，２００６，（４）：１０５—１０６

［２］黄建东、成坚：学校图书馆活动课程的知识平台设计［犑］。图书馆杂志，２００２，（５）：６６—６８

［３］万力勇、许良发：中小学生信息道德素质的内容体系及其培养［犑］。教育探索，２００３，（９）：

６４—６６

［４］陈东毅、袁曦临：城市中小学生信息素养现状调查与对策分析［犑］。图书馆学研究，２００８，

（６）：９１—９７

［５］吴筱萌、温岩、汪琼：北京市中小学学科教师信息素养调查研究［犑］。中国电化教育，２００７

（１２）：２４—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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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图书馆功能，促进学生信息素

养与心理健康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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çèé２１世纪，全球已进入信息
化社会，信息素养成为人们必备

的一种能力，中学生正处在身心

迅速发育时期，对知识的渴求，让

他们通过各种途径汲取信息，但

他们价值观尚未成熟，判断能力

弱，纷杂的社会带来的复杂信息，

给他们的心理健康带来了诸多挑

战，所以加强学生信息素养势在

必行。本文重点论述如何通过加

强心理健康教育与图书馆的合

作，充分挖掘图书馆功能，努力提

高学生信息素养，促进心理素质

健康发展。

êëìé图书馆，心理健康，信息
素养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犐狀狋犺犲２１狊狋犮犲狀狋狌狉狔，狑犲

犪狉犲犲狀狋犲狉犻狀犵犪犵犾狅犫犪犾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

狊狅犮犻犲狋狔犻狀狑犺犻犮犺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犾犻狋犲狉犪

犮狔犻狊犪狏犻狋犪犾狀犲犲犱．犇狉犻狏犲狀犫狔犪

犾狅狀犵犻狀犵犳狅狉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犿犻犱犱犾犲

　　信息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信息

化浪潮以不可抵御的态势席卷全球。随着科学技术的发

展和社会的进步，信息及信息技术正在影响和改变着我们

的世界，深刻改变着人类现有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和思

维方式，信息素养在无形中已成为人们必备的一项基本

能力。

高中生正处在心理断乳期，叛逆心理强，是非辨别能

力差，自我控制能力低，没有成熟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生活

中充斥的各种纷繁复杂的信息，给他们的尚未成熟的心理

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极大地威胁着学生的心理健康，所以

提高中学生信息素养，促进心理健康发展，已成为学校教

育的一项重点问题。

校园图书馆是为学校教育教学服务的重要部门，在促

进学校全面发展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学校心理健

康教育应与图书馆紧密合作，充分挖掘图书馆的功能，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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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狊犮犺狅狅犾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犲狓狆犲狉犻犲狀犮犻狀犵狆犺狔狊犻

犮犪犾犪狀犱犿犲狀狋犪犾犱犲狏犲犾狅狆犿犲狀狋犻狊狊狌犲狊

犵狅狋狅犵狉犲犪狋犾犲狀犵狋犺狊狋狅犵犲狋犻狀犳狅狉犿犪

狋犻狅狀犻狀犪狏犪狉犻犲狋狔狅犳狑犪狔狊．犜犺犲犻狉犻犿

犿犪狋狌狉犲狏犪犾狌犲狊犪狀犱狑犲犪犽犼狌犱犵犿犲狀狋

犿犪犽犲狋犺犲犿狏狌犾狀犲狉犪犫犾犲狋狅犻狀犳狅狉犿犪

狋犻狅狀狅犳狏犪狉狔犻狀犵狇狌犪犾犻狋狔狋犺犪狋犮犪狀犻狀

犳犾狌犲狀犮犲狋犺犲犻狉犿犲狀狋犪犾犱犲狏犲犾狅狆犿犲狀狋，

狑犺犻犮犺犿犪犽犲狊犲犱狌犮犪狋犻狅狀犳狅狉犻狀犳狅狉

犿犪狋犻狅狀犾犻狋犲狉犪犮狔犪狋狅狆狆狉犻狅狉犻狋狔．犜犺犻狊

狆犪狆犲狉 狊狌犵犵犲狊狋狊 狊犲狏犲狉犪犾 狆狅狊狊犻犫犾犲

狑犪狔狊狅犳狊狋狉犲狀犵狋犺犲狀犻狀犵犮狅犾犾犪犫狅狉犪

狋犻狅狀狊犫犲狋狑犲犲狀犾犻犫狉犪狉犻犲狊犪狀犱狆狊狔犮犺狅

犾狅犵犻犮犪犾犺犲犪犾狋犺犮狅狌狀狊犲犾狅狉狊，犻狀狅狉犱犲狉

狋狅犺犲犾狆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犻犿狆狉狅狏犲狋犺犲犻狉犻狀

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犾犻狋犲狉犪犮狔犪狊狑犲犾犾犪狊狋犺犲犻狉

狆狊狔犮犺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犺犲犪犾狋犺．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犔犻犫狉犪狉狔；狆狊狔犮犺狅犾狅犵犻犮犪犾

犺犲犪犾狋犺；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犾犻狋犲狉犪犮狔

索出一条促进信息素养与心理健康协同发展的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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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健康教育，应该以不断提高学生对自我的正确认

识，增强学生预防和调节心理问题的能力为重要任务，而

学校课堂教学时间有限，远远不能完成以上任务，所以心

理健康辅导老师要转变学生观念，让他们树立心理健康知

识终身学习的意识，学生在这种意识的驱动下，通过图书

馆提供的信息平台，主动地查阅信息，提升自己的信息素

养，并将掌握的知识内化为自己良好的心理素质，促进自

身全面发展。

#:!&ôõüýþÿT!"DöÜ#
教师要转变以往的教学方式，采用“体验学习”教学模

式，在课堂上创设活动情境，加强师生、生生交流，激发学

生深刻的情感体验，唤醒学生内心的经历，让学生产生强

烈的求知欲和积极的学习热情，提高自我探究能力，丰富

自己在心理健康方面的知识，达到既提高学生信息素养又

促进心理健康发展的目的。

#:X&$C%&)*T'(DöH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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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培养学生信息素养渗透到日常教学中，通过宣传教

育，使学生真正的认识到学校图书馆在心理健康教育方面

具备的强大功能，让学生主动地走进图书馆，利用自己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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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信息检索技能，搜索资料，查阅书籍。这样在图书馆进行信息检索的过程中，既培养

了学生信息素养，又通过知识储备促进了心理健康发展。

"! defg<=>hGBCi"/[\]^jk

图书馆是传播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窗口，具有丰富的文献信息资料，是促进青少年

全面发展的重要部门。因此，要充分挖掘图书馆潜藏的心理健康教育功能，提升服务师

生、服务教学的意识，用丰富多彩而又健康向上的书籍来吸引青少年走进图书馆这个五

彩缤纷的精神家园，健康快乐成长。

!:#&$C.íT/0%123
图书馆应加强与心理健康辅导老师之间的合作，全面掌握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了

解学生的心理特点，征求心理健康辅导老师的意见，科学的制定图书购买清单，有针对性

地选择一批诸如个性塑造、人格心理、心理障碍矫治、记忆开发、心理保健及情感问题等

方面的文献资料，建立起包括音像资料、多媒体光盘等各种文献载体、品种齐全的有利于

青少年心理健康预防和治疗的特色馆藏体系，使青少年在阅读中掌握心理保健方法，缓

解心理疾患，提高心理素质。

!:!&4s6n$5y67
图书馆是一座心智的药房，存储着为各类情绪失常病人治疗的药物。所以建立心理

书籍阅览室加强心理健康教育与图书馆的合作非常必要，图书馆可利用其得天独厚的资

源优势，通过让学生阅读心理健康辅导老师推荐的一些有益的书籍，以缓解或消除其心

理问题，达到促进身心健康的目的。阅览室内的环境布置要优雅、舒适、祥和，在书架上

张贴“情绪调节”、“人际交往”、“学习策略”、“压力放松”、“励志”等导读标记，引导学生方

便快捷的选取书籍。学生可以在阅览室优雅安静的环境中，专心的投入到阅读当中去，

排除心中的紧张与困惑，烦恼与忧愁，促进身心健康。

!:X&89:;<T=>?@DöABOC
为了加强学生与图书馆的互动，方便学生把自己在学习或生活中遇到的问题与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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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教师进行交流、沟通，特别是一些性格比较内向、害羞遇到心理问题不愿与人交往的

学生，图书馆应设计一本留言册，放置在阅览室，学生可以把自己的问题与困惑以匿名的

方式写在留言册上，图书馆管理人员定期联系心理辅导老师，在每条留言后面，给学生提

出建议，解答难题。这样，留言册又是一本真实生活中的案例集，其他同学还可以通过阅

读留言册上面的内容，增强自己在心理学方面的知识，提高自己预防和调节心理问题的

能力。

!:Y&$DEjHI)(TFGHIEJKL

家庭教育对学生成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家长的教育方法和教育理念，决

定着一个孩子的成长轨迹。学校可以定期召开家长会，利用图书馆培养家长的信息检索

技能，提高家长信息素养，也可以通过学生，将心理健康方面的书籍，借阅给家长，让家长

通过各种途径了解青少年心理发展规律，懂得心理健康的重要性，规范教育行为，营造民

主的家庭气氛，努力为孩子创建良好的家庭环境，让他们在宽松和谐的气氛中健康成长。

在这个信息社会里，学生的心理健康和信息素养决定着他能否全面发展，成为对社

会有用的人，社会的各个机构都应为青少年全面发展创设优良的环境，作为学校教育的

分支机构，图书馆更是责无旁贷。与时俱进的开发图书馆的教育职能，发挥其潜在的教

育功能，是新形势下图书馆面临的新课题，也是未来图书馆的职责所在。

ðñòó

　　［１］王鑫强．阅读疗法在中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的应用［犑］。赣南师范学院学报，２００９（１）。

［２］周细华．在文本阅读中培养学生的心理品质［犑］。湖南教育（语文教师），２００９（３）。

［３］苏秋霞．图书馆工作中渗透心理健康教育［犑］。宁德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６（１）。

［４］焦文佳：中学图书馆：心理健康教育的阵地［犑］。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２００９（２）。

［５］贾小蓉、钱永宽：浅谈中学图书馆对青少年学生的心理援助［犑］。中小学图书情报世界，２０１０（５）。

［６］杨长军：略论图书馆在中学生信息素养培养中的角色与作用［犑］。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

２０１１（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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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理珍，男，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应用心理学专业，２００９年加入青树健康教育项目组，现担任通渭

一中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

电子邮箱：狕犾狕．狀狑狀狌＠１６３．犮狅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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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利用教学资源库提高师生的信

息素养

□ pqrpqrpqrpq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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çèé看到教师为了制作一份课
件、出一套试卷需要很长的时间，

如何做才能让老师们可以更好地

互相利用彼此的资源，于是想到

利用资源库来将老师们制作的课

件、出的试卷、写的教案等共享起

来达到资源共享，使他们能够拥

有更多的时间来更好地为教育教

学服务，学生也可以通过查看老

师的课件掌握一些上课没有掌握

的知识点。通过与外部一些大型

图书馆链接，可以让师生的眼界

更为开阔，让他们随时随地都可

以通过教学资源库查看自己所需

的内容，为自己的教学和学习提

供帮助。通过对教师的课堂实

录，不仅可以让教师发现自己在

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也可以让学

生重温课堂知识，也可以让别的

教师借鉴自己课堂的优点，为自

己课堂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意见。

通过对教师和学生的信息素养培

　　面对信息社会的突飞猛进，知识更新周期的日益缩

短，作为必须超前发展的教育事业，教师信息素养的提升

越来越成为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作为现代教师必备的一

项素质，信息素养的高低已经决定着一个教师的各个方

面。百度百科中对信息素养的定义是这样的：信息素养是

人们对信息社会的适应能力。那么我们该怎样做才能提

高师生的信息素养呢？下面就我在《教学资源库》小项目

中的一些心得来谈谈怎样提高师生的信息素养。

第一，通过上传下载资源来提高教师的信息共享

能力。

经常看到教师中会出现这样的情景：情景一，在准备

某一节课时，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制作课件、精心写教

案，上完课却随便在计算机某个位置一放，等过上一年半

载重又上这节课或者别人在上这节课时，想借鉴教案和课

件，却怎么也找不到了。情景二：在很多网站下载课件、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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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使他们的信息素养得到很好

的提升。

êëìé信息素养，教学资源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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狋犲犪犮犺犻狀犵犪狀犱犵犲狋犳犲犲犱犫犪犮犽犳狉狅犿

狅狋犺犲狉狊，犪狀犱 犺犲犾狆狋犺犲犿 犻犿狆狉狅狏犲

狋犺犲犻狉狋犲犪犮犺犻狀犵狆犾犪狀狊犪狀犱狆狉犪犮狋犻犮犲．

犔犪狊狋犫狌狋狀狅狋犾犲犪狊狋，狋犺犲犲狓犲狉犮犻狊犲狅犳

狊犲犪狉犮犺犻狀犵犪狀犱狌狊犻狀犵狋犲犪犮犺犻狀犵狉犲

狊狅狌狉犮犲狊犻狀狋犺犲犱犪狋犪犫犪狊犲犪犾狊狅犺犲犾狆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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狋犲犪犮犺犻狀犵狉犲狊狅狌狉犮犲犱犪狋犪犫犪狊犲

案等教学资源时都需要注册会员或付费，有时注册半天也

有可能不成功，很浪费时间，可每节课都做课件时间不够，

也不太现实。情景三：学校的每月月考考试都需要备课组

长出题，对备课组长来说，是一项额外的工作，对学校而

言，又怕题目外泄，造成虚假成绩，不能真实反映教师所教

和学生所学的水平。

上述这些情况在建立教学资源库之后就完全可以避

免了，每个教师制作、下载的教学资源都可以通过犉犜犘上

传至学校服务器中相应学科的空间，并根据资源的内容进

行分类，是上课用还是复习用，是做课件的素材还是习题

等。以后不管是自己用还是别的教师用，都可以很方便容

易地在教学资源库中下载使用，达到了资源共享的目的，

既节省了教师的时间，又使教师能够借鉴别人作品中的优

点来融入到自己的作品当中，既能够提高自己的上课质

量，又提高了教师间信息共享的能力和意识。每次考试完

的题目都由专人保存在教学资源库中相应的学科空间的

试题库中，以后只要在考试时随机抽取一套题目就可以进

行考试，既减轻了备课组长的负担，又避免了题目的外泄，

达到了资源的合理利用。

第二，共享外部资源，开阔师生眼界，提高师生获取信

息的能力

针对中学图书馆内的图书种类少，且图书馆藏量也十

分有限，不能满足师生不同方面的阅读需求，而学校又没

有足够的经济能力来满足这一需求的问题，想到能不能在

教学资源库中通过链接国内一些大学的图书馆来满足师

生的阅读需求，因为大学图书馆的电子图书种类很丰富，

而且他们的馆藏量一般都是很大的，可以满足不同师生的

不同需求，使师生能够在网上就可以读到很多在本校图书

馆看不到的书籍，这样既充实了师生的知识，丰富了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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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业余生活，也开阔了师生的眼界，进而提高了师生的信息获取能力。（这一想法想得到

青树的支持，能够帮我们联系一个大学的数字图书馆，期待能够解决）

第三，通过课堂实录，提高师生信息处理的能力。

所谓课堂实录就是指对一节课的师生活动进行实时记录所记录下来的东西。通过

课堂实录教师自己可以看到自己上课时的语言、动作甚至表情，使教师自己能客观地评

价自己的上课过程，找出自身存在的不足；而别的教师可以通过课堂实录对授课教师的

上课进行评价，从中学习其优点，并加以学习；学生通过观看教师的课堂实录，可以对上

课没有消化的内容继续学习，直到弄懂为止。通过课堂实录，锻炼了师生对不同的信息

的处理办法，提高了师生处理信息的能力。

第四，通过信息技术培训，提高师生的信息素养能力。

在校内举办不定期的信息技术各类知识的培训，例如在因特网上上传、下载资源的

方法，在搜索引擎中快速找到自己所需内容的方法等，使师生的信息处理能力得到提高，

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得到提升，在操作教学资源库时能运用自如，更重要的是能在当今的

信息社会中自如的处理各种信息。

上述就是我在教学资源库的应用过程中，对提高师生信息素养方面的一点浅薄感

受。虽然在教学资源库在提高师生信息素养方面只能起到一小点点作用，但是我相信只

要我们坚持努力下去，我们的资源库会不断的壮大，师生的信息素养也会得到很大的

提升。

í[îï

　　马林芳，１９８２年出生，中学二级教师，任教于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第一中学。

通讯地址：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第一中学（邮编：７３３２００）

电子邮箱：狊狋狉犪狑＿狉犪犫犫犻狋＠１６３．犮狅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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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实践为主导的自动化专业文献检

索教学改革

□ =js=js=js=j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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çèé高速发展的网络环境及网
络资源促进和推动了文献检索课

程教学的改革。将文献检索课程

与专业紧密结合，针对自动化专

业的学生提出了以实践为主导的

自动化专业科技文献检索课程的

教学改革。将自动化专业的学科

问题贯穿于课程始终，应用以问

题为导向（犘犅犔）的教学方法，旨

在增强学生的信息能力与信息

素养。

êëìé文献检索，信息素养，信
息能力，自动化，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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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课程是提高学生信息素养和信息能力的一个

重要途径。随着网络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信息检索、

信息交流和信息服务的模式得到了巨大改变。图书馆中除

了传统的印刷型文献以外，已拥有越来越多的其他媒体出

版物，众多检索工具更是从印刷型变为机检型［１］。近年来

该课程的发展方向之一是与专业课教学相挂钩［２］，通过与

专业课任课教师的互动，使用与专业相关的教学案例，突出

教学重点，增强课程的实用性，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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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网络数据库的建立与日趋成熟，使得目前大部

分的科技文献检索都需要利用网络资源，传统的手工检

索已逐步被计算机检索取代；计算机检索也由单机检索

逐步转变为联机检索、网络资源检索。文献检索的知识

老化更新速度快，教材中的很多内容都已经过时，不能适

应现实的需要。同时，由于近几年网络信息检索的发展

极其迅速。虽然每年都在更新课程的内容，但也逐渐跟

不上信息检索技术的发展。因此，课程的教学内容亟待

改革，需要重新根据目前的网络检索趋势确定教学

内容。

!:!&üOGPQRoSTUV

目前全国大部分高校文献检索课程的教学任务由图

书馆承担，我校也是如此。但是这种教学模式无法根据不

同学生的学科背景提出多个非常符合专业需求的检索实

例，课程教学与专业联系不够紧密，无法与专业相结合，不

利于教师有的放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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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生的课程通常都是以教师讲、学生听的课堂教学

为主，但科技文献检索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需要与

实践紧密结合。当前，许多学者主张文献检索课的目标是

培养学生的信息素养。信息素养的要求是：确定所需信息

的范围；有效地获取所需的信息；鉴别信息及其来源；将检

出的信息融入自己的知识基础；有效地利用信息去完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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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具体的任务；了解利用信息所涉及的经济、法律和社会问题，合理、合法地获取和利用

信息。要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才，本课程应站在更高的起点上，以培养学生的信

息素养为主要目标，不能只停留在讲授一些基本的检索原理和检索方法的层面上，或是

为检查学生的检索方法而设定拟定好的题目进行浅层次的检索，必须在实践应用中反复

实践。目前，由于受到学生人数众多，没有上机实习场所的限制，本课程还停留在课堂教

学阶段。虽然教学内容中也穿插很多实例，通过实例为学生讲解各种知识点，但还不够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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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有效解决上述问题，加强文献检索课程与专业的结合，我校自动化学院于近年

来为自动化和电气工程自动化专业三年级学生专门开设了“科技文献检索”小学期实践

课程，并由本专业教师进行授课。针对本年级的学生，该课程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学

生此时开始接触专业课，在学习的过程中经常需要查找科技文献以解决专业问题，具有

一定的科技文献检索基础能够帮助学生节省时间、少走弯路，在最短时间高效率的完成

任务。同时，学生即将面临毕业设计，只有全面纵览相关信息，具有丰富的资料来源，才

有助于对课题进行深入研究。因此，应充分利用课程授课教师是本专业教师这一得天独

厚的条件，以实践为主导，针对自动化专业的学生进行文献检索课程教学，唤醒学生的信

息意识，增强学生的信息素养，培养学生的信息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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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网络检索工具也日趋完善，不仅检索工具类型较多，如

单个检索工具、集合检索工具、图像信息检索工具等；检索功能可观，可进行词语检索、截

词检索等，而且检索结果也较为理想。网络检索工具的查全率、查准率和检索时间较之

手工检索工具其效率也大大提高。迅速发展的网络信息资源及其检索方式，以其迅速、

快捷而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欢迎。网络检索工具与资源的

更新每天都在进行，新的网络数据库不断出现，我校图书馆的数据库从原来的十几个迅

速增长到了１７３个。同时各种数据库、搜索网站的更新与原来相比更加迅速，从页面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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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数据库的内容、搜索功能上都有很大变动，课程的教学内容已经赶不上网络资源的

变化。

针对这种情况，必须打破原有教材内容的束缚，根据自动化专业的学科内容重新确

定要讲授的网络检索工具，着重讲授比较常用的、有实用性的、与本专业相关的、高质量

的数据库资源，并及时根据数据库内容的更新而进行授课内容的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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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类学科体系都有其特殊性，因此在科技文献检索课程的教学过程中也应做到分科

教学，根据专业的特点进行有针对性的讲解、介绍［３］。由于本课程专门针对自动化学院

的自动化和电气工程自动化专业的学生开设，为了充分体现课程的自动化专业特色，并

充分显示出本课程的不可替代性，需要在原有教学内容的基础上将自动化专业知识贯穿

于课程始终，所有检索工具的讲解及实例都应紧扣本专业的内容，力求潜移默化地将专

业与课程结合，突出本课程的专业特色，将课程的授课重点和对象由泛而专。这样就可

以让学生有的放矢地在自己熟悉并在将来会用到的知识环境下学习科技文献检索，做到

学有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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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授课之前，教师应以自动化专业的专业课为基础，将各门专业课中重要的知识点

进行总结、提炼，整理为检索课题。所涉及的专业课包括《自动控制理论》、《智能控制基

础》、《传感器与检测技术》、《电气传动与控制基础》、《运筹学》、《模式识别》、《机器人控制

基础》等。可以从每一门专业课凝练出一个检索课题，分别在讲解不同的检索工具时作

为检索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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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本专业已承担的项目为基础，将项目化整为零，选择其中与专业知识相关的部分

内容作为检索课题，在课堂上结合检索工具进行讲解。这样，既可以让学生学习文献检

索的知识与方法，也可以熟悉专业知识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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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任何一门课程的学习都是从理论知识开始的，但由于文献检索课程本身的特殊

性及操作性，也为了使学生成为能够独立驾驭信息的能手，在理论讲授的同时必须要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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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动手实践，形成以实践为主导的教学方法。文献检索实践教学所要实施的一切内容都

要在文献检索理论知识的指导下通过实践来实现。文献检索实践指导是让学生把文献

检索理论知识转变成检索能力的一个过程。在不具备上机实习场所的条件下，应充分利

用课堂上的多媒体和互联网资源，为学生创造实践环境和条件。

本课程在教学过程中应用以问题为导向（犘犅犔）的教学方法，这是一种基于现实的以

学生为中心的教育方式，与传统的以学科为基础的教学法有很大不同：犘犅犔强调以学生

的主动学习为主，而不是传统教学中的以教师讲授为主；犘犅犔将学习与更大的任务或问

题挂钩，使学习者投入于问题中；它设计真实性任务，强调把学习设置到复杂的、有意义

的问题情景中，通过学习者的自主探究和合作来解决问题，从而学习隐含在问题背后的

科学知识，形成解决问题的技能和自主学习的能力［４］。其精髓在于发挥问题对学习过程

的指导作用，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因此，本课程以教师设计的实例作为问题，以

问题作为每一项检索工具的学习起点，偏重小组合作学习和自主学习，在学习文献检索

知识的同时提高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教学思路可以总结为：教师课前提出问题———学

生查找资料———分组讨论———教师总结。

科技文献检索的实践可以有以下几种：

（１）给定检索课题的被动检索

也就是学生为了完成某项指定的检索任务而进行检索作业。通过给出检索课题，让

学生选择合适的检索工具进行检索。

（２）自身需求产生的主动检索

学生为了自身的某种需求自行检索，比如了解决某个项目中的问题而进行的检索。

此时不明确给出检索课题，而是给出一个要解决的问题，让学生自己明确检索课题并选

择检索工具进行检索。

（３）科技写作的训练

文献检索与科技写作是密不可分的。学习科技文献检索并不是单纯地查找文献，而

是为了利用文献，最终进行文献的再造。本课程通过让学生查找文献后撰写综述的途径

让学生掌握科技写作的方法，在今后的论文写作中消除对科技论文的陌生感，以最短的

时间进入写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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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对教学方法的改革以及一段时间的实践，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有了显著

提高。学生从课程中得到掌握一门技术的乐趣，不再单纯为了完成作业而进行检索，而

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知识，探求某个问题。在整个教学过程中，以实践为主导，始终以自动

化专业的学科问题作为主线，应用犘犅犔教学方法，增强了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提高了学生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了学生的信息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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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佳，女，北京理工大学自动化学院，实验师。

通讯地址：北京理工大学自动化学院２０６教研室（邮编：１０００８１）

电子邮箱：狕犺犪狀犵犼犻犪＠犫犻狋．犲犱狌．犮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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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研究　犚犲犪犱犻狀犵犛狋狌犱狔

试论儿童依恋对绘本阅读的影响力

———以“广州图书馆绘本阅读推广工作”为

视域

□ tjltjltjltj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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çèé本文以广州图书馆绘本阅
读推广工作为研究视域，通过分

析儿童依恋的对象、类型以及相

应的推广措施，旨在探讨儿童依

恋关系理论在绘本阅读工作中的

指导作用。

êëìé绘本，依恋，图书馆，亲
子阅读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犜犺犲狆犪狆犲狉犳狅犮狌狊犲狊狅狀狋犺犲

犵犲狀犲狉犪犾犻狕犪狋犻狅狀狅犳狆犻犮狋狌狉犲犫狅狅犽狊犻狀

犌狌犪狀犵狕犺狅狌犔犻犫狉犪狉狔狑犻狋犺狋犺犲犻狀犳犾狌

犲狀犮犲狅犳犪狋狋犪犮犺犿犲狀狋．犃犮犮狅狉犱犻狀犵狋狅

狋犺犲狅犫犼犲犮狋狊犪狀犱狋狔狆犲狊狅犳犮犺犻犾犱狉犲狀狊

犪狋狋犪犮犺犿犲狀狋狊，狋犺犲犪狌狋犺狅狉犪狀犪犾狔狊犲狊

狊狅犿犲犵犲狀犲狉犪犾犻狕犻狀犵狊狋犲狆狊犻狀狆犻犮狋狌狉犲

　　绘本（狆犻犮狋狌狉犲犫狅狅犽），也叫图画书，是儿童读物中一种

独特的艺术形式：它的插画不仅仅图解文字，而且更加积

极地参与讲故事。婴幼儿还不能完全靠语言来取得充分

的信息，主要靠看场景取得信息。而图画书具有切合儿童

生活的题材、朗朗上口、简练易懂的文字、原汁原味的颜色

成为了最适合于阅读启蒙的形式［１］。各大公共图书馆都

开设了绘本角，举办各类绘本故事会，与此同时，各种各样

的绘本馆也纷纷跃进了人们的视野。公共图书馆在绘本

阅读推广工作中肩负着提升信息素养、培养阅读兴趣的使

命，与商业性绘本馆相比较，其绘本阅读服务除了具有公

益性一大特征以外，随着馆员素质的不断提高，也增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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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犫狅狅犽狊，犪狀犱犲狓狆犾狅狉犲狊狋犺犲犻犿狆狅狉

狋犪狀犮犲狅犳犪狋狋犪犮犺犿犲狀狋狊犳狅狉狆犻犮狋狌狉犲

犫狅狅犽狉犲犪犱犻狀犵．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狆犻犮狋狌狉犲犫狅狅犽，犪狋狋犪犮犺

犿犲狀狋，狆狌犫犾犻犮犾犻犫狉犪狉狔，狆犪狉犲狀狋犮犺犻犾犱

狉犲犪犱犻狀犵　

其科研性质。近年来，儿童心理学在图书馆儿童工作中得

到广泛热议，相关的研究更是层出不穷，具备心理学学科

背景的馆员也在图书馆少儿工作中受到重视，由此可见，

儿童心理学理论在绘本阅读中也极具指导意义。

!! z{|}*3~�����

绘本作为阅读启蒙的形式，题材是多种多样的，关于

友情亲情、生命尊严教育和性教育等等，涵盖了儿童生活

成长的种种方方面面，很多难以启齿的话题都变得容易理

解，和父母共享这些故事，亲子间就有了共同的话题，加深

彼此的了解，绘本阅读成为了连接父母和孩子间的情感

纽带。

依恋（犪狋狋犪犮犺犿犲狀狋），指个体的人对某一特定个体的长

久持续的情感联系，特指儿童与成人（父母或看护人）所形

成的情感联结［２］。对依恋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弗洛伊德

（犛犻犵犿狌狀犱犉狉犲狌犱），他认为童年期的亲子关系经验将成为

以后各种人际关系的原型［３］。

图书馆开展亲子阅读活动，倡导亲子共读，是绝对遵

循儿童依恋关系发展趋势的。亲子阅读是绘本阅读的重

要组成部分，对儿童依恋理论的了解与绘本阅读推广工作

的成功开展息息相关。

"! ~���\��z{|}3��V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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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的依恋对象通常都是父母，特别是母亲，寻求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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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是依恋的核心与基本的外在行为表现，这一点在儿童绘本阅读推广过程中起着重要的

参考作用。在不同的成长阶段，依恋对象会产生一定改变，稍大的儿童，则可能会对那些

能共同玩耍、游戏的同伴形成依恋，而进入小学以后，教师的权威很可能成为儿童的依恋

对象［４］。

大力开展亲子读书活动，倡导亲子阅读理念，并进行举办家长交流活动，是非常符合

依恋关系的期望方向。然而，要正确应用依恋理论指导阅读，必须克服“人云亦云”的误

区，重视活动规范的建立和活动效果的综述分析。具体如下：

!:#:#&uvwxyd]z{Y

阅读推广是公共图书馆的重要职能之一。倡导亲子阅读理念是一项长期目标，因此

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须确保活动能够常规化性地进行，形成品牌，赢得口碑。广州图

书馆“爱绘本　爱阅读”亲子读书会逢周六举办一场，成为了少年儿童借阅部绘本阅读推

广的常规性活动。活动至今历时２年多，得到了很多亲子家庭的长期支持，孩子们的阅读

习惯也逐渐得到改善，从中形成种种有代表性的个案，以便为活动发展提供理据，更能为

其他公共图书馆提供参考。

同样，良好依恋关系的建立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需要长期“抗战”，鼓励家长每天

安排固定时间和孩子分享一个故事，一旦养成习惯，就很容易坚持下来，这对培养亲子感

情和培养孩子良好的阅读习惯有很好的促进作用。

!:#:!&uvyd|O]}dY

笔者在长期参与亲子读书会的过程中发现，很多故事会中，孩子们坐在前排听故事，

家长自己却坐在后排看书或聊天，这种现象明显违背依恋理论。儿童的依恋对象通常是

父母，共享一个故事可以大大加深儿童对故事的印象以及正面理解。

!:#:X&~��-EjwDd�í

家长是图书馆的阅读推广的重要群体之一，广州图书馆少年儿童节借阅部从２０１０年

开始，就开始关注“家长”群体，在亲子读书会举办了《通过绘本培养孩子阅读兴趣》等讲

座，让家长们进一步了解到阅读在儿童成长的过程中举足轻重的作用，并深入了解到图

画书这种切合儿童生活题材的载体，引起家长们的共鸣。有家长不断深入了解儿童阅读

方面的信息，并在图书馆举办工作坊，和其他家长、馆员以及儿童阅读爱好者分享自己的

心得体会，间接让更多儿童受益。在亲子读书会活动中，更引入了“故事妈妈”的角色，把

阅读经验和与孩子们相处的心得结合起来。这一举措引起了很多家长的反响，吸引了更



——— ５０　　　

多家长纷纷报名加入到故事妈妈的行列。

除了拓展家长工作以外，还可以邀请学校老师共同参与，毕竟老师也是儿童成长中

的重要依恋对象。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广州图书馆少儿部举办了多场以老师为对象的手工绘

本书制作课，广州市多所小学参与其中。这些培训课引起了老师的极大兴趣，并与孩子

们共同学习，共同探索绘本阅读和绘本制作的奇妙世界。

!:#:Y&uv��)*

研究发现，形成双亲依恋的婴儿有更好的社会适应能力，与父亲的安全依恋甚至可

以补偿与母亲不安全依恋关系的潜在负面影响，犓犪狉犻狀犲等研究显示，与父亲有安全依恋

关系的年幼儿童在同伴相互作用中更能胜任，较少表现焦虑和退缩行为，父亲更多地扮

演着“玩伴”的角色，鼓励孩子更多地探索外部的未知世界。另外，还有社会文化的

影响［５］。

亲子阅读的研究多注重母子分享阅读，广州图书馆亲子读书会两年多的历程中，笔

者发现，陪伴儿童参加读书会的，首先是母亲，其次是外公外婆、爷爷奶奶，再次才是父

亲。我国的调查研究证明，父母都非常重视幼儿早期阅读，也能积极的参与，但也存在着

很大的差异，特别表现在父亲参与上，父亲参与早期阅读和母亲参与早期阅读相比，参与

的比例有很大不同，母亲参与远远高于父亲参与。在问卷调查中，喜欢和真正喜欢与孩

子一起阅读的父母中男性只占３２％，这种现象应引起重视［６］。

根据发展心理学有关亲子关系的研究，父亲较少参与幼儿早期阅读活动，这对幼

儿早期阅读各方面能力的发展非常不利，应该引起高度重视。父亲能够转变观念，积

极主动地参与到幼儿的早期阅读中来，则效果会更加明显，对幼儿的成长发育将更为

有益［７］。

笔者建议，在缺乏国外有关父亲参与亲子阅读研究资料的前提下，图书馆能够立足

于亲子阅读研究的现状，对父亲参与儿童阅读进行理念倡导和项目拓展，特别在绘本故

事角色扮演的游戏中，专门设定父亲扮演的角色，积极鼓励父亲参与其中。

!:!&nop��st
关于依恋类型的确定，心理学家安斯沃思（犃犻狀狊狑狅狉狋犺）等人创设“陌生情景”的实验

（狊狋狉犪狀犵犲狊犻狋狌犪狋犻狅狀，犛犛），通过观察和分析婴儿在陌生情景中的行为表现，将婴儿的依恋分

为三种类型：安全型、回避型依恋、抵抗型依恋。在安斯沃思的研究中，回避型和抵抗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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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恋的，分别占被试幼儿的２０％和１５％，而安全型的，占被试幼儿的６５％［８］。

!:!:#&���op)<.56@. 433451;.=3*

这类儿童在母亲在场时能安逸地游戏和探索，母亲离开时情绪出现困扰，但母亲回

来后很快又恢复平静。他们对陌生人的反应比较积极，能顺利地与陌生人交往［９］。

这种依恋类型最常见，具有这类依恋特质的儿童在成人后，通常有较好的情绪控制

能力，思维具弹性，较易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对于该类儿童，使用任何一种故事解读方

式，都能使其轻易理解和接受，馆员需要注意加强互动环节，包括亲子互动、亲子家庭间

的互动、儿童间的互动以及儿童和其他儿童家长之间的互动，这些方法不但能启发儿童

深入思考，而且能逐渐消除母亲离开时情绪出现的困扰，为建立良好的同伴关系奠定

基础。

!:!:!&���op)4G,274=3 433451;.=3*

这类儿童母亲在场或不在场影响不大，母亲离开时也并不表现出分离焦虑，实际上

这类儿童并未形成对人的真正依恋［１０］。

这种依恋类型的儿童的态度通常比较淡薄，在选材上，馆员可以选取亲情友情或是

情节幽默的绘本故事，例如：宫西达也的霸王龙绘本故事系列，强有力的颜色和特别的画

面讲述感人的故事；伊东宽的鲁拉鲁先生系列，让心灵感受欣喜愉悦的绘本，还有著名绘

本故事《逃家小兔》、《爱心树》和《团圆》等，可以引导这类儿童的情感社会化得到不断的

发展。

对于该类儿童，笔者认为，单凭图书馆的延伸阅读指导是不足够的，应该倡导家庭

阅读的理念，提议该类儿童的父母在家中为孩子提供一个舒适的阅读天地，每天都有一

个相对固定的亲子共读时间，并要求家长在与儿童共读的时候禁用教条性言辞，多鼓励

儿童表达自己的观点。而在图书馆的延伸阅读当中，该类儿童的家长应该与其他儿

童、家长或者馆员进行积极交流，母亲积极的交往方式也有助于孩子形成安全型依恋

关系。

!:!:X&���op)@.<2<34=3 433451;.=3*

这类儿童似乎离不开母亲，母亲离开时极度痛苦，但母亲返回后又表现出矛盾心理，

既想寻求与母亲接触，又在母亲亲近时生气地拒绝和反抗。后经研究表明，回避型依恋

的儿童易成长为具有反社会性和攻击性行为的个体，抵抗型依恋的儿童容易表现出退缩

性行为［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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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依恋类型的孩子所占的比例最小，但其行为也非常矛盾，情绪不稳定，需要采用

阅读疗法和父母帮助双管齐下甚至要结合专业心理治疗，才能得到有效的改善。

阅读疗法，是一种利用文献的力量，以达到了解、领悟与自我成长目的的一种活

动［１２］。儿童可以通过不同的绘本故事投射出自己内心世界真正的情绪和问题，然后再

把解决问题的方法表现出来。绘本通常也会呈现儿童经历和体验过的事物。年幼的儿

童常常因为抽象思维能力有限，不能够清晰地用言语表达和讨论自己的情绪和想法，而

绘本中的插画是儿童能够理解的语言符号，补充了关于儿童心理世界可供分析的信息，

能够反映出儿童在成长历程中心里的各种的心理冲突。如：亲子三角关系、自信心问

题、强者与弱者的关系以及亲人去世等等，很多难以启齿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插画变得温

馨和坦然。

对于该类儿童，馆员在故事分享中应该有讲究地穿插游戏环节，例如：“名字叠罗汉”

可以帮助儿童很好地认识自己和认识他人。弗洛伊德认为，儿童对游戏的喜欢也有潜意

识的成分，游戏是补偿现实生活中不能满足的愿望和克服创伤性事件的手段，儿童在游

戏中可以摆脱现实的强制和约束，尝试不能在现实生活中实现的危险冲动，缓和内心的

紧张，发展自我的力量以适应现实的环境［１３］。

#! WX

笔者作为一名从事少儿工作的图书馆员，也是一名具有心理学学科背景的馆员，从

２００９年６月起，笔者就开始参与绘本阅读推广工作，在工作过程中不难发现，少儿阅读工

作处处渗透着儿童心理学原理，但由具体心理学理论指导少儿阅读工作的案例还是非常

鲜见。儿童依恋关系理论在亲子阅读中具有很好的指导作用，馆员可根据儿童依恋的对

象、类型，合理地设计推广方案。良好的依恋关系可以促进亲子阅读的有效开展，反之亦

然，合理的亲子阅读方法，能有效改善儿童依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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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通过基于图书馆资源的阅读活动

加强乡村高中生的英语文化竞争力

□ ujvjwxyujvjwxyujvjwxyujvjwxy

H(4%(,"(9 *42 H(97")4 3+7*+$%7
3->A2*"*"02(2)) -= G"94 1,4--7
1*+/2(*) "( F+$%7 .$2%) *4$-+94
F2%/"(9 K%)2/ -( !"#$%$&
F2)-+$,2)
□ E'&(, W+(,　?; T)(,4+(,

çèé课外阅读的重要性在乡村
高中被忽视。通过调查问卷和采

访，作者了解了教室英语角中英

语学习者的困难。学生学习英语

的兴趣在增长，他们的文化竞争

力通过整个实验过程中的学生阅

读活动和查找在线信息得到加

强。学校图书馆资源由青树基金

会赞助，提供了一个平台让学生

培养自身查找信息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

êëìé课外阅读，文化竞争力，
图书馆资源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犜犺犲犻犿狆狅狉狋犪狀犮犲狅犳犲狓狋狉犪

犮狌狉狉犻犮狌犾犪狉狉犲犪犱犻狀犵犻狊犻犵狀狅狉犲犱犻狀狋犺犲

犮狅狌狀狋狉狔狊犻犱犲犺犻犵犺狊犮犺狅狅犾．犜犺犲犪狌

狋犺狅狉犱犲狏犲犾狅狆犲犱犪狀狌狀犱犲狉狊狋犪狀犱犻狀犵狅犳

狋犺犲犱犻犳犳犻犮狌犾狋犻犲狊狅犳犈狀犵犾犻狊犺犾犲犪狉狀犲狉狊

犐狀狋狉狅犱狌犮狋犻狅狀

犃犮犮狅狉犱犻狀犵狋狅犓狉犪狊犺犲狀狊（１９８２；１９８５）犻狀狆狌狋狋犺犲狅狉狔，狋犺犲犿狅狊狋

犻犿狆狅狉狋犪狀狋狋犺犻狀犵狋狅狆狉狅狏犻犱犲犾犲犪狉狀犲狉狊狑犻狋犺犻狊犮狅犿狆狉犲犺犲狀狊犻犫犾犲

狉犲犪犱犻狀犵．犓狉犪狊犺犲狀狊犮犾犪犻犿犻狊狋犺犪狋犾犲犪狉狀犻狀犵狑犻犾犾狅犮犮狌狉狑犺犲狀

狌狀犽狀狅狑狀犻狋犲犿狊犪狉犲狅狀犾狔犼狌狊狋犫犲狔狅狀犱狋犺犲犾犲犪狉狀犲狉狊狆狉犲狊犲狀狋犾犲狏犲犾．

犛犻狀犮犲狉犲犪犱犻狀犵犻狊犪狏犲狉狔犽犻狀犱狅犳狏犻狋犪犾犳狅狉犿狅犳犻狀狆狌狋，狉犲犪犱犻狀犵

狊犺狅狌犾犱狀狅狋犫犲犻犵狀狅狉犲犱．

犔犻犚狌犻犳犪狀犵犲狋犪犾．（２００４）犪狀犱犇狌犪狀犣犻犾犻（２００６）犻狀狏犲狊狋犻犵犪狋犲犱狋犺犲

犲犳犳犲犮狋狊 狅犳 犮犪狉狉狔犻狀犵 狅狌狋 犲狓狋狉犪犮狌狉狉犻犮狌犾犪狉 狉犲犪犱犻狀犵狊 犪犿狅狀犵

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犪狀犱 狋犺犲犻狉 狉犲狊狌犾狋狊犻狀犱犻犮犪狋犲 狋犺犪狋狉犲犪犱犻狀犵 犻狊 狅犳

犻犿狆狅狉狋犪狀犮犲狌狀犱犲狉狋犺犲狋犲犪犮犺犲狉狊犱犻狉犲犮狋犻狅狀．犐狀狋犲狉犿狊狅犳狋犺犲

狊犲犾犲犮狋犻狅狀狅犳狋犺犲狉犲犪犱犻狀犵犿犪狋犲狉犻犪犾狊，狋犺犲狔狆狉狅狆狅狊犲狋犺犪狋狅狀犲狅犳狋犺犲

犿狅狊狋犲犳犳犲犮狋犻狏犲犿犲狋犺狅犱狊犳狅狉狋犺犲犾犲犪狉狀犲狉狊犻狊狋狅狉犲犪犱犲狓狋犲狀狊犻狏犲犾狔．

犛狌犳犳犻犮犻犲狀狋狉犲犪犱犻狀犵犿犪狋犲狉犻犪犾狊狊犲狉狏犲犪狊狋犺犲犮狅狀犱犻狋犻狅狀犻狀狑犺犻犮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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犻狀狋犺犲犈狀犵犾犻狊犺犮狅狉狀犲狉犻狀狋犺犲犮犾犪狊狊

狉狅狅犿狋犺狉狅狌犵犺狇狌犲狊狋犻狅狀狀犪犻狉犲狊犪狀犱

犻狀狋犲狉狏犻犲狑狊．犛狋狌犱犲狀狋狊犻狀狋犲狉犲狊狋犻狀

犾犲犪狉狀犻狀犵 犈狀犵犾犻狊犺犻狀犮狉犲犪狊犲犱，犪狀犱

狋犺犲犻狉犮狌犾狋狌狉犪犾犮狅犿狆犲狋犻狋犻狏犲狀犲狊狊狑犪狊

犲狀犺犪狀犮犲犱犫狔犿犲犪狀狊狅犳狉犲犪犱犻狀犵犪犮

狋犻狏犻狋犻犲狊犪狀犱狊犲犪狉犮犺犻狀犵犳狅狉犻狀犳狅狉犿犪

狋犻狅狀狅狀犾犻狀犲犱狌狉犻狀犵狋犺犲犮狅狌狉狊犲狅犳狋犺犲

犲狓狆犲狉犻犿犲狀狋．犜犺犲狊犮犺狅狅犾犾犻犫狉犪狉犻犲狊狉犲

狊狅狌狉犮犲狊犪狉犲狊狆狅狀狊狅狉犲犱犫狔犈狏犲狉犵狉犲犲狀

犈犱狌犮犪狋犻狅狀犉狌狀犱（犈犈犉）狑犺犻犮犺狆狉狅

狏犻犱犲狊犪狆犾犪狋犳狅狉犿犳狅狉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狋狅

犫狌犻犾犱狋犺犲犻狉犪犫犻犾犻狋犻犲狊狅犳狊犲犪狉犮犺犻狀犵犻狀

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犪狀犱狊狅犾狏犻狀犵狆狉狅犫犾犲犿狊．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犲狓狋狉犪犮狌狉狉犻犮狌犾犪狉狉犲犪犱犻狀犵，

犮狌犾狋狌狉犪犾 犮狅犿狆犲狋犻狋犻狏犲狀犲狊狊，犾犻犫狉犪狉狔
狉犲狊狅狌狉犮犲狊　

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狋狅犾犲犪狉狀狋犺犲犽狀狅狑犾犲犱犵犲，犿犪狊狋犲狉犾犻狀犵狌犻狊狋犻犮狊犽犻犾犾狊犪狀犱

狉犲犪犮犺犪犾犲狏犲犾狅犳狌狋犻犾犻狕犻狀犵狋犺犲犾犪狀犵狌犪犵犲犳犾狌犲狀狋犾狔．犔犪狀犵狌犪犵犲

犾犲犪狉狀犻狀犵狉犲狇狌犻狉犲犱犪犾狅狀犵狋犻犿犲狅犳犪犮犮狌犿狌犾犪狋犻狀犵犿犪狀狔犾犲犪狉狀犻狀犵

犲狓狆犲狉犻犲狀犮犲狊．犠犻狋犺狅狌狋犪犱犲狇狌犪狋犲狉犲犪犱犻狀犵犿犪狋犲狉犻犪犾狊，狋犺犲狉狅犪犱

狆狉狅犳犻犮犻犲狀犮狔狑犻犾犾犫犲狋狅狌犵犺犻狀犪犾犾犾犻犽犲犾犻犺狅狅犱．

犌犲狋狋犻狀犵犪狑犲犪犾狋犺狅犳狉犲犪犱犻狀犵狊犻狊狀狅狋犪犱犻犳犳犻犮狌犾狋犼狅犫．犎狅狑犲狏犲狉，犪狊

狋狅狋犺犲狊犲犾犲犮狋犻狅狀狅犳狋犺犲犿犪狋犲狉犻犪犾狊，犪犮犮狅狉犱犻狀犵狋狅犓狉犪狊犺犲狀（１９８２，

１９８５），犪犱犻狏犲狉狊犲狉犪狀犵犲狅犳狉犲犪犱犻狀犵犿犪狋犲狉犻犪犾狊犮狅狌犾犱狆狉狅犫犪犫犾狔

犵狌犪狉犪狀狋犲犲犿狅狉犲犮犺犪狀犮犲狊犳狅狉狋犺犲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狋狅犲狀犮狅狌狀狋犲狉狋犺犲狊犪犿犲

犲狓狆狉犲狊狊犻狅狀狊犿狅狉犲犳狉犲狇狌犲狀狋犾狔，狑犺犻犮犺犻狊，犪狊犪犿犪狋狋犲狉狅犳犳犪犮狋，犪

狉犲狇狌犻狉犲犱犮狅狀犱犻狋犻狅狀犳狅狉犾犪狀犵狌犪犵犲犾犲犪狉狀犻狀犵．犇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犻狀犿犪狋犲狉犻犪犾狊

狑犻犾犾狉犲狏犲犪犾狋犺犲 狊犻犵狀犻犳犻犮犪狀犮犲 狅犳 犲狀狉犻犮犺犻狀犵 狋犺犲 狊狋狌犱犲狀狋狊

狏狅犮犪犫狌犾犪狉狔犪狀犱犻狀狋狉狅犱狌犮犻狀犵犲狓狅狋犻犮犮狌犾狋狌狉犲狊．犜犺犲犲狓狆犲狉犻犿犲狀狋

犲犿狆犾狅狔狊狋犺犲犫狅狅犽狊狊狆狅狀狊狅狉犲犱犫狔犈狏犲狉犵狉犲犲狀犈犱狌犮犪狋犻狅狀犉狌狀犱

（犈犈犉）犪狊狑犲犾犾犪狊狅狀犾犻狀犲狊犲狉狏犻犮犲狊．

犆狅狅狆犲狉犪狋犻狏犲犾犲犪狉狀犻狀犵犻狊犲犿狆犺犪狊犻狕犲犱犻狀狋犺犲犱犲狊犮狉犻狆狋犻狅狀狅犳狋犺犲

犵犲狀犲狉犪犾狅犫犼犲犮狋狊犻狀犺犻犵犺狊犮犺狅狅犾犈狀犵犾犻狊犺犮狌狉狉犻犮狌犾狌犿．犕犲犪狀狑犺犻犾犲，

狋犺犲犮狅犿狆犲狋犲狀犮犲狅犳犪犫狊狅狉犫犻狀犵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犪狀犪犾狔狕犻狀犵犪狀犱

犪犱犱狉犲狊狊犻狀犵狆狉狅犫犾犲犿狊犪狀犱狋犺犲犮狅犿狆犲狋犲狀犮犲狅犳狋犺犻狀犽犻狀犵犻狀犈狀犵犾犻狊犺

犪狉犲狊狋狉犲狊狊犲犱．犐狋犻狊狀狅狋狊狌狆狆犾犲犿犲狀狋犪狉狔犾犲狊狊狅狀狊犫狌狋狉犲犪犱犻狀犵

犮狅狀狋犻狀狌狅狌狊犾狔狋犺犪狋犿犪犽犲狊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狆狉狅犳犻犮犻犲狀狋犻狀犈狀犵犾犻狊犺．

１．犚犲狊犲犪狉犮犺狇狌犲狊狋犻狅狀狊

犜犺犲狆犪狆犲狉犱犲狊犮狉犻犫犲狊犪狀犲犿狆犻狉犻犮犪犾狊狋狌犱狔，狑犺犻犮犺犪犻犿狊狋狅犪狀狊狑犲狉

狋狑狅狇狌犲狊狋犻狅狀狊．１）犐狊狋犺犲狉犲犪狀狔狊犻犵狀犻犳犻犮犪狀狋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犮犲犻狀犮狌犾狋狌狉犪犾

犫犪犮犽犵狉狅狌狀犱犽狀狅狑犾犲犱犵犲犫犲狋狑犲犲狀狋犺犲狆狉犲狋犲狊狋犪狀犱狋犺犲狆狅狊狋狋犲狊狋犻狀

狋犺犲犲狓狆犲狉犻犿犲狀狋犪犾犮犾犪狊狊？２）犃狉犲狋犺犲狉犲犪狀狔狅狋犺犲狉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犮犲狊犻狀

狊狋狌犱犲狀狋犻狀狋犲狉犲狊狋犪狀犱犿狅狋犻狏犪狋犻狅狀狆狉犻狅狉狋狅狋犺犲狇狌犲狊狋犻狅狀狀犪犻狉犲犪狀犱

犪犳狋犲狉狋犺犲狇狌犲狊狋犻狅狀狀犪犻狉犲？

２．犚犲狊犲犪狉犮犺犕犲狋犺狅犱狅犾狅犵狔

２．１　犘犪狉狋犻犮犻狆犪狀狋狊

犗狀犲犺狌狀犱狉犲犱狋狑犲狀狋狔狆犪狉狋犻犮犻狆犪狀狋狊狑犲狉犲狉犪狀犱狅犿犾狔狊犲犾犲犮狋犲犱犳狉狅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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犢犲犪狉犗狀犲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犻狀犜狅狀犵犠犲犻犖狅．１犎犻犵犺犛犮犺狅狅犾，犮狅狀狊犻狊狋犻狀犵狅犳６５％犿犪犾犲狊犪狀犱３５％犳犲犿犪犾犲狊．

犖犻狀犲狋狔狆犲狉犮犲狀狋狅犳犪犾犾狋犺犲狆犪狉狋犻犮犻狆犪狀狋狊狅狉犻犵犻狀犪狋犲犳狉狅犿狋犺犲犲犱狌犮犪狋犻狅狀犪犾犾狔犱犻狊犪犱狏犪狀狋犪犵犲犱犼狌狀犻狅狉犺犻犵犺

狊犮犺狅狅犾．犜犺犲犈狀犵犾犻狊犺狋犲犪犮犺犲狉狊犕狉．犔犻犔犻，犕狉．犕犪犢犪狅狇犻犪狀犵犪狀犱犕狊．犣犺犪狀犵犌犪犻狇犻狀，犪狀犱狋犺犲

犮狅犿狆狌狋犲狉狊犮犻犲狀犮犲狋犲犪犮犺犲狉 犕狊．犛狅狀犵犔犻狀犵犲狊狋犪犫犾犻狊犺犲犱犪犮狅狅狆犲狉犪狋犻狏犲狉犲犾犪狋犻狅狀狊犺犻狆 狑犻狋犺狋犺犲

犲狓狆犲狉犻犿犲狀狋犫狔狊狌狆狆狅狉狋犻狀犵犪狀犱犪狊狊犻狊狋犻狀犵狊狋狌犱犲狀狋狊．

犜犪犫犾犲１　犛狋狌犱犲狀狋狊犮狅犵狀犻狋犻狅狀狅犳狋犺犲犈狀犵犾犻狊犺犾犲犪狉狀犻狀犵犪狀犱狋犺犲

狉犲犪犱犻狀犵狆狉狅犵狉犪犿犻狀犺犻犵犺狊犮犺狅狅犾

犈狀犵犾犻狊犺犾犲犪狉狀犻狀犵 犚犲犪犱犻狀犵

犇犲犿犪狀犱犻狀犵

狉犲狇狌犻狉犲犿犲狀狋狊

犳狅狉

犮狅犿狆狉犲犺犲狀狊犻狏犲

狌狊犪犵犲狅犳

犈狀犵犾犻狊犺

犔犪狉犵犲

犐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

狅犳犮狌犾狋狌狉犪犾

犫犪犮犽犵狉狅狌狀犱

犛犻犵狀犻犳犻犮犪狀犮犲

狅犳犚犲犪犱犻狀犵

犪犮狋犻狏犻狋犻犲狊

犠犻犾犾犻狀犵狋狅

犛犲犪狉犮犺犻狀

狋犺犲犾犻犫狉犪狉狔

犠犻犾犾犻狀犵狋狅

犛犲犪狉犮犺

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

狅狀犾犻狀犲

狑犻犾犾犻狀犵狋狅

狆犪狉狋犻犮犻狆犪狋犲

犻狀狋犺犲

犮狅狅狆犲狉犪狋犻狅狀

狑犻狋犺

犮犾犪狊狊犿犪狋犲狊

犈狓狆犲犮狋犻狀犵

犪犫犲狋狋犲狉

狌狀犱犲狉狊狋犪狀犱犻狀犵

狅犳犮狌犾狋狌狉犪犾

犫犪犮犽犵狉狅狌狀犱

１２０ ５０ １２０ １００ １１８ １１６ １２０

犙狌犲狊狋犻狅狀狀犪犻狉犲狊牔狆狉犲狋犲狊狋狅犳

犮狌犾狋狌狉犪犾犫犪犮犽犵狉狅狌狀犱犽狀狅狑犾犲犱犵犲

犜犲犪犮犺犲狉狊犐狀狊狋狉狌犮狋犻狅狀狅犳犿犪犽犻狀犵

狌狊犲狅犳狋犺犲犾犻犫狉犪狉狔犪狀犱狊犲犪狉犮犺

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狅狀犾犻狀犲

犌狉狅狌狆犱犻狊犮狌狊狊犻狅狀狊牔犿犪犽犻狀犵犪

犺犪狀犱狑狉犻狋犻狀犵狆狅狊狋犲狉狌狀犱犲狉

狋犲犪犮犺犲狉狊犵狌犻犱犪狀犮犲

犎犪狀犱狑狉犻狋犻狀犵狆狅狊狋犲狉犮狅狀狋犲狊狋

犕犻犱狋犲狉犿犙狌犲狊狋犻狅狀狀犪犻狉犲

犘狅狊狋狋犲狊狋犪狀犱狆狅狊狋狇狌犲狊狋犻狅狀狀犪犻狉犲

犉犻犵狌狉犲１　犜犺犲狆狉狅犮犲犱狌狉犲狅犳狋犺犲

狑犺狅犾犲犲狓狆犲狉犻犿犲狀狋

犃犮犮狅狉犱犻狀犵狋狅狋犺犲狉犲狊狌犾狋狊狅犳狋犺犲狇狌犲狊狋犻狅狀狀犪犻狉犲犪狋狋犺犲

犫犲犵犻狀狀犻狀犵狅犳狋犺犲犲狓狆犲狉犻犿犲狀狋，１２０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犺狅犾犱狋犺犲狏犻犲狑

狋犺犪狋狋犺犲狉犲狇狌犻狉犲犿犲狀狋狊犳狅狉犮狅犿狆狉犲犺犲狀狊犻狏犲狌狊犪犵犲狅犳犈狀犵犾犻狊犺

犻狊犱犲犿犪狀犱犻狀犵犻狀犺犻犵犺狊犮犺狅狅犾；５０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犿犪犻狀狋犪犻狀狋犺犪狋

狋犺犲犺犻犵犺狊犮犺狅狅犾狉犲狇狌犻狉犲狊犾犪狉犵犲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狅犳犮狌犾狋狌狉犪犾

犫犪犮犽犵狉狅狌狀犱．犐狀狋犲狉犿狊狅犳狋犺犲狊犻犵狀犻犳犻犮犪狀犮犲狅犳狋犺犻狊狉犲犪犱犻狀犵

狆狉狅犵狉犪犿，１００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狑犲狉犲狑犻犾犾犻狀犵狋狅狊犲犪狉犮犺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

犻狀狋犺犲犾犻犫狉犪狉狔，１００狑犲狉犲狑犻犾犾犻狀犵狋狅狊犲犪狉犮犺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

狅狀犾犻狀犲，１１６狑犲狉犲狑犻犾犾犻狀犵狋狅犮狅狅狆犲狉犪狋犲狑犻狋犺狋犺犲犻狉犮犾犪狊狊犿犪狋犲狊，

狑犺犻犾犲１２０犲狓狆犲犮狋犲犱狋狅犺犪狏犲犪犫犲狋狋犲狉狌狀犱犲狉狊狋犪狀犱犻狀犵狅犳犮狌犾狋狌狉犪犾

犫犪犮犽犵狉狅狌狀犱．

２．２　犘狉狅犮犲犱狌狉犲

犜犺犲犲狓狆犲狉犻犿犲狀狋犾犪狊狋犲犱狅狀犲狊犲犿犲狊狋犲狉，犪狀犱犪犾犾狅犳狋犺犲１２０

狆犪狉狋犻犮犻狆犪狀狋狊狋狅狅犽 狋犺犲 狆狉犲狋犲狊狋狅犳犮狌犾狋狌狉犪犾犫犪犮犽犵狉狅狌狀犱

犽狀狅狑犾犲犱犵犲犪狀犱犮狅犿狆犾犲狋犲犱犪狇狌犲狊狋犻狅狀狀犪犻狉犲，犻狀狇狌犻狉犻狀犵犪犫狅狌狋

狋犺犲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狋犺犲狆犲狉犳狅狉犿犪狀犮犲狅犳犾犲犪狉狀犻狀犵

犈狀犵犾犻狊犺狆狉犻狅狉狋狅狋犺犲犻狉犺犻犵犺狊犮犺狅狅犾犪狀犱狋犺犲犪狋狋犻狋狌犱犲狋狅狑犪狉犱狊

狆犪狉狋犻犮犻狆犪狋犻狀犵犻狀狋犺犲狉犲犪犱犻狀犵狆狉狅犵狉犪犿．犙狌犲狊狋犻狅狀狀犪犻狉犲狊

狑犲狉犲犮犪狉狉犻犲犱狅狌狋犻狀狋犺犲犿犻犱犱犾犲狅犳狋犺犲犲狓狆犲狉犻犿犲狀狋犪狀犱犪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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狋犺犲犲狀犱狅犳狋犺犲犲狓狆犲狉犻犿犲狀狋．犜犺犲狆狉狅犮犲犱狌狉犲狅犳狋犺犲狑犺狅犾犲犲狓狆犲狉犻犿犲狀狋犻狊犾犻狊狋犲犱犻狀狋犺犲犳狅犾犾狅狑犻狀犵

犳犾狅狑犮犺犪狉狋．

犛狆犲犮犻犳犻犮犪犾犾狔狊狆犲犪犽犻狀犵，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狋狅狅犽犪狆狉犲狋犲狊狋狅犳犮狌犾狋狌狉犪犾犫犪犮犽犵狉狅狌狀犱 犽狀狅狑犾犲犱犵犲犪狀犱犪

狇狌犲狊狋犻狅狀狀犪犻狉犲狋犺犪狋犻狀狏犲狊狋犻犵犪狋犲犱狊狅犿犲狇狌犲狊狋犻狅狀狊犪犫狅狌狋犈狀犵犾犻狊犺犾犲犪狉狀犻狀犵（犉犻犵狌狉犲２）．犃犳狋犲狉狑犪狉犱狊，

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狑犲狉犲犵狌犻犱犲犱犻狀狋犺犲犾犻犫狉犪狉狔犪狀犱狋狉犪犻狀犲犱犺狅狑狋狅狌狊犲狋犺犲犐狀狋犲狉狀犲狋犳狅狉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狊犲犪狉犮犺犻狀犵

（犉犻犵狌狉犲狊３—４）．犜犺犲犮狅犾犾犲犮狋犲犱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狑犪狊狊狔狀狋犺犲狊犻狕犲犱犻狀犵狉狅狌狆犱犻狊犮狌狊狊犻狅狀狊犳狅狉狋犺犲狆狌狉狆狅狊犲

狅犳狅狉犵犪狀犻狕犻狀犵犪狀犱犱犲狊犻犵狀犻狀犵犪狀犈狀犵犾犻狊犺犺犪狀犱狑狉犻狋犻狀犵狆狅狊狋犲狉狌狀犱犲狉狋犺犲狋犲犪犮犺犲狉狊犱犻狉犲犮狋犻狅狀．犛狅犿犲

犫犲狊狋狑狅狉犽狊狑犲狉犲狊犲犾犲犮狋犲犱犫狔狋犺犲狋犲犪犮犺犲狉犳狅狉犱犻狊狆犾犪狔犪狀犱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犮狅犿犿狌狀犻犮犪狋犻狅狀狊（犉犻犵狌狉犲５）．

犜狑犲狀狋狔犫犲狊狋狑狅狉犽狊狑犲狉犲狊犲犾犲犮狋犲犱犪狋狋犺犲犳犻狀犪犾狊狋犪犵犲犳狅狉狋犺犲狑犻狀犱狅狑犱犻狊狆犾犪狔犻狀狋犺犲犿犻犱犱犾犲狅犳狋犺犲

狊犲犿犲狊狋犲狉犪狀犱犪狋狋犺犲犲狀犱狅犳狋犺犲狊犲犿犲狊狋犲狉．犃狇狌犲狊狋犻狅狀狀犪犻狉犲犪狀犱犪狆狅狊狋狋犲狊狋狑犲狉犲犻犿狆犾犲犿犲狀狋犲犱犪狋狋犺犲

犲狀犱狅犳狋犺犲狊犲犿犲狊狋犲狉．

犉犻犵狌狉犲２　犛狋狌犱犲狀狋狊狋犪犽犻狀犵狋犺犲狆狉犲狋犲狊狋
　
犉犻犵狌狉犲３　犜犲犪犮犺犲狉狊犵狌犻犱犪狀犮犲犻狀犺狅狑狋狅狊犲犪狉犮犺狅狀犾犻狀犲

犉犻犵狌狉犲４　犌狌犻犱犪狀犮犲犻狀狋犺犲犾犻犫狉犪狉狔
　

犉犻犵狌狉犲５　犛狋狌犱犲狀狋狊狆狅狊狋犲狉犱犻狊狆犾犪狔



——— ５８　　　

２．３　犇犪狋犪犪狀犪犾狔狊犻狊

犇犪狋犪犮狅犾犾犲犮狋犻狅狀狆犾犪狔犲犱犪狊犻犵狀犻犳犻犮犪狀狋狉狅犾犲犻狀狋犺犲狑犺狅犾犲狆狉狅犮犲狊狊狅犳狋犺犲狊狋狌犱狔，狊犻狀犮犲犻狋犾犪犻犱犪

犳狅狌狀犱犪狋犻狅狀犳狅狉犪狀犪犾狔狕犻狀犵狋犺犲犲狓狆犲狉犻犿犲狀狋犪犾狉犲狊狌犾狋狊．犛狆犲犮犻犳犻犮犪犾犾狔狊狆犲犪犽犻狀犵，狋犺犲犱犪狋犪犮狅犾犾犲犮狋犻狅狀犻狀

狋犺犲犲狓狆犲狉犻犿犲狀狋狑犪狊狆狉狅犱狌犮犲犱犳狉狅犿狋犺犲犳狅犾犾狅狑犻狀犵狊狅狌狉犮犲狊：

（１）犘狉犲狋犲狊狋狊犮狅狉犲狊；

（２）犘狅狊狋狋犲狊狋狊犮狅狉犲狊；

（３）犚犲狊狆狅狀狊犲狊狋狅狇狌犲狊狋犻狅狀狊犻狀狋犺犲狇狌犲狊狋犻狅狀狀犪犻狉犲犪狀犱犻狀狋犲狉狏犻犲狑狊

犐狀狋犺犲狆狉犲狊犲狀狋狊狋狌犱狔，狋犺犲犱犪狋犪犳狅狉犳狌狉狋犺犲狉犪狀犪犾狔狊犻狊犮狅狌犾犱犫犲犱犻狏犻犱犲犱犻狀狋狅狋狑狅狆犪狉狋狊：（１）狋犺犲

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犮犲狊犫犲狋狑犲犲狀狋犺犲狆狉犲狋犲狊狋犪狀犱狋犺犲狆狅狊狋狋犲狊狋；（２）狋犺犲狆犲狉犮犲狀狋犪犵犲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犮犲狊犪犿狅狀犵狋犺犲狋犺狉犲犲

狇狌犲狊狋犻狅狀狀犪犻狉犲狊．

３．犚犲狊狌犾狋狊

３．１　犚犲狊犲犪狉犮犺狇狌犲狊狋犻狅狀１

犐狊狋犺犲狉犲犪狀狔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犮犲犫犲狋狑犲犲狀狋犺犲狆狉犲狋犲狊狋犪狀犱狋犺犲狆狅狊狋狋犲狊狋？

犉犻犵狌狉犲６　犛犮狅狉犲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犮犲狊犻狀犈狀犵犾犻狊犺狆狉狅犳犻犮犻犲狀犮狔犫犲狋狑犲犲狀狋犺犲犲狓狆犲狉犻犿犲狀狋犪犾犵狉狅狌狆犪狀犱狋犺犲犪狏犲狉犪犵犲犮犾犪狊狊

犐狀狋犺犲狆狉犲狋犲狊狋狅犳狋犺犲犈狀犵犾犻狊犺狆狉狅犳犻犮犻犲狀犮狔，狋犺犲狊犮狅狉犲狊狅犳狋犺犲犲狓狆犲狉犻犿犲狀狋犪犾犮犾犪狊狊犲狊犪狉犲６２．１犪狀犱６３

狉犲狊狆犲犮狋犻狏犲犾狔，狑犺犲狉犲犪狊犻狀狋犺犲狆狅狊狋狋犲狊狋，狋犺犲犻狉狊犮狅狉犲狊狉犲犪犮犺犲犱狌狆狋狅６４犪狀犱６５狉犲狊狆犲犮狋犻狏犲犾狔．犜犺犲

犪狏犲狉犪犵犲犮犾犪狊狊犲狊狊犺狅狑狋犺犲狆狉狅犵狉犲狊狊犻狀犈狀犵犾犻狊犺狆狉狅犳犻犮犻犲狀犮狔犪狊狑犲犾犾，犪犾狋犺狅狌犵犺狀狅狋狏犲狉狔狊犻犵狀犻犳犻犮犪狀狋犾狔，

犮狅犿狆犪狉犲犱狑犻狋犺狋犺犲犲狓狆犲狉犻犿犲狀狋犪犾犮犾犪狊狊犲狊．

犐狀狋犺犲狆狉犲狋犲狊狋狅犳犮狌犾狋狌狉犪犾犽狀狅狑犾犲犱犵犲，狋犺犲狊犮狅狉犲狊狅犳狋犺犲犲狓狆犲狉犻犿犲狀狋犪犾犮犾犪狊狊犲狊犪狉犲５９．８８犪狀犱５９．９

狉犲狊狆犲犮狋犻狏犲犾狔，狑犺犲狉犲犪狊犻狀狋犺犲狆狅狊狋狋犲狊狋，犫狅狋犺狅犳狋犺犲犻狉狊犮狅狉犲狊狉犲犪犮犺犲犱狌狆狋狅６４．５７．犜犺犲犲狓狆犲狉犻犿犲狀狋

犳犪犻犾犲犱狋狅犵犲狋狋犺犲狊犮狅狉犲狊狅犳狋犺犲犪狏犲狉犪犵犲犮犾犪狊狊犲狊犻狀狋犺犲狆狉犲狋犲狊狋，狋犺犲狉犲犳狅狉犲，狋犺犲犮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狅犳狋犺犲



５９　　　 ———

狆狉犲狋犲狊狋犪狀犱狋犺犲狆狅狊狋狋犲狊狋犻狀狋犺犲犪狏犲狉犪犵犲犮犾犪狊狊犲狊犻狊狅狏犲狉犾狅狅犽犲犱．

犉犻犵狌狉犲７　犛犮狅狉犲狊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犮犲狊犻狀犮狌犾狋狌狉犪犾犽狀狅狑犾犲犱犵犲犫犲狋狑犲犲狀狋犺犲狆狉犲狋犲狊狋犪狀犱狋犺犲狆狅狊狋狋犲狊狋

３．２　犚犲狊狌犾狋狊狅犳犙狌犲狊狋犻狅狀狀犪犻狉犲狊

犜犺犲犳狅犾犾狅狑犻狀犵犮犺犪狉狋狊狉犲狏犲犪犾狋犺犲犱犻狊狆犪狉犻狋狔犫犲狋狑犲犲狀狆狉犻狅狉狋狅狋犺犲犲狓狆犲狉犻犿犲狀狋犪狀犱犪犳狋犲狉狋犺犲

犲狓狆犲狉犻犿犲狀狋．

犉犻犵狌狉犲８　犛狋狌犱犲狀狋狊犻狀狋犲狉犲狊狋犻狀犲狓狋狉犪犮狌狉狉犻犮狌犾犪狉狉犲犪犱犻狀犵

犅犲犳狅狉犲狋犺犲狆狉狅犼犲犮狋，６０％ 狅犳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犻狀犱犻犮犪狋犲犱狋犺犲狔狑犲狉犲犾犲狊狊犻狀狋犲狉犲狊狋犲犱犻狀犲狓狋狉犪犮狌狉狉犻犮狌犾犪狉

狉犲犪犱犻狀犵狊，狑犺犲狉犲犪狊犪犳狋犲狉狋犺犲狆狉狅犼犲犮狋，６０％犻狀犱犻犮犪狋犲犱狋犺犲狔狑犲狉犲犿狅狊狋犻狀狋犲狉犲狊狋犲犱．犖狅犿狅狉犲狋犺犪狀

５％狅犳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狊犺狅狑犲犱狀狅犻狀狋犲狉犲狊狋狅狉狀狅犮狅狀犳犻犱犲狀犮犲．

犅犲犳狅狉犲狋犺犲狆狉狅犼犲犮狋，５０％狅犳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狊狋狌犱犻犲犱犈狀犵犾犻狊犺犳狅狉犖犕犈犜，１５％狅犳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狋狉犲犪狋犲犱犈狀犵犾犻狊犺

狊犻犿狆犾狔犪狊犪狀犈狀犵犾犻狊犺狊狌犫犼犲犮狋，狑犺犲狉犲犪狊犪犳狋犲狉狋犺犲狆狉狅犼犲犮狋，５５％狅犳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犳狅狉犿犲犱犻狀狋犲狉犲狊狋犻狀狋犺犲

狆狉狅犼犲犮狋．



——— ６０　　　

犉犻犵狌狉犲９　犛狋狌犱犲狀狋狊犿狅狋犻狏犪狋犻狅狀狅犳犈狀犵犾犻狊犺犾犲犪狉狀犻狀犵

犖狅狋犲．犖犕犈犉犻狊狊犺狅狉狋犳狅狉狋犺犲狋犲狉犿犖犪狋犻狅狀犪犾犕犪狋狉犻犮狌犾犪狋犻狅狀犈狀犵犾犻狊犺犜犲狊狋

犉犻犵狌狉犲１０　犆狅犿狆狉犲犺犲狀狊犻狏犲犃犫犻犾犻狋犻犲狊犫犲犳狅狉犲狋犺犲犲狓狆犲狉犻犿犲狀狋

犉犻犵狌狉犲１１　犆狅犿狆狉犲犺犲狀狊犻狏犲犃犫犻犾犻狋犻犲狊犪犳狋犲狉狋犺犲犲狓狆犲狉犻犿犲狀狋



６１　　　 ———

犅犲犳狅狉犲狋犺犲狆狉狅犼犲犮狋，１０％狅犳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犺犪犱犱犻犳犳犻犮狌犾狋狔犻狀狋犺犲犳狅狌狉狊犽犻犾犾狊犾犻狊狋犲狀犻狀犵，狊狆犲犪犽犻狀犵，狑狉犻狋犻狀犵

犪狀犱狉犲犪犱犻狀犵，犪狀犱狅狀犾狔犪犫狅狌狋１７％ 狅犳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犺犪犱狋犺犲犪犫犻犾犻狋狔狅犳犳犻狀犻狊犺犻狀犵狋犺犲狑狉犻狋犻狀犵狋犪狊犽

犻狀犱犲狆犲狀犱犲狀狋犾狔，狑犺犲狉犲犪狊犻狀狋犺犲狆狅狊狋狋犲狊狋，４０％狅犳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犿犪犱犲狆狉狅犵狉犲狊狊犻狀狋犺犲犮狅犿狆狉犲犺犲狀狊犻狏犲

狊犽犻犾犾狊，犻狀犮犾狌犱犻狀犵狋犺犲犳狅狌狉犫犪狊犻犮狊犽犻犾犾狊，犪狀犱２５％狅犳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犿犪犱犲狆狉狅犵狉犲狊狊犻狀狋犺犲犻狀犱犲狆犲狀犱犲狀犮犲狅犳

犳犻狀犻狊犺犻狀犵狉犲犪犱犻狀犵犪狀犱狑狉犻狋犻狀犵狋犪狊犽狊．犐狀犪犱犱犻狋犻狅狀，３０％ 狅犳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犿犪犱犲狆狉狅犵狉犲狊狊犻狀狋犺犲

犮狅狅狆犲狉犪狋犻狏犲犮狅犿狆犲狋犲狀犮犲犪狊狑犲犾犾犪狊狋犺犲犪犫犻犾犻狋狔狅犳狊犲犪狉犮犺犻狀犵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犗狀犾狔５％狅犳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犺犪犱

犱犻犳犳犻犮狌犾狋狔狑犻狋犺狋犺犲犳狅狌狉狊犽犻犾犾狊，犻狀犮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狑犻狋犺７０％犻狀狋犺犲狆狉犲狋犲狊狋．

３．３　犐狀狋犲狉狏犻犲狑狊：

　　犈狀犵犾犻狊犺犜犲犪犮犺犲狉犃：犛狋狌犱犲狀狋狊狆犪狉狋犻犮犻狆犪狋犲犱犻狀狋犺犲狉犲犪犱犻狀犵狆狉狅犵狉犪犿狏犲狉狔狑犲犾犾狌狀犱犲狉狋犺犲

狋犲犪犮犺犲狉狊犵狌犻犱犪狀犮犲．

　　犈狀犵犾犻狊犺犜犲犪犮犺犲狉犅：犜犺犲狉犲犪犱犻狀犵狆狉狅犵狉犪犿 狑犪狊狏犲狉狔犾狅犵犻犮犪犾犾狔犱犲狊犻犵狀犲犱，犪狀犱狋犺犲狋犲犪犮犺犲狉狊

狋犺狅狌犵犺狋犾狅犵犻犮犪犾犾狔犪狀犱犵狌犻犱犲犱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犲犳犳犲犮狋犻狏犲犾狔．

犐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狋犲犮犺狀狅犾狅犵狔狋犲犪犮犺犲狉：犛狋狌犱犲狀狋狊犫犲犺犪狏犲犱犲犳犳犲犮狋犻狏犲犾狔，犪狀犱狋犺犲狋犲犪犮犺犲狉犮狌犾狋犻狏犪狋犲犱

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犾犻狋犲狉犪犮狔犲犳犳犲犮狋犻狏犲犾狔犪狊狑犲犾犾．

犔犻犫狉犪狉犻犪狀：犜犺犲犮犻狉犮狌犾犪狋犻狅狀狉犪狋犲狑犪狊犲狀犺犪狀犮犲犱狋犺狉狅狌犵犺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狉犲犪犱犻狀犵．犛狋狌犱犲狀狋狊犪狉犲犪犱狏犻狊犲犱狋狅

狆狌狉犮犺犪狊犲狊狅犿犲狊犮犺狅狅犾犫狅狅犽狊，犪犻犿犻狀犵狋狅狊犪狋犻狊犳狔狋犺犲狀犲犲犱狊狅犳狋犲犪犮犺犻狀犵犪狀犱狉犲狊犲犪狉犮犺．犜犺犲犾犻犫狉犪狉狔犻狊

犪犱狏犻狊犲犱狋狅狆犾犪狔犪犿狅狉犲狆犻狏狅狋犪犾狉狅犾犲犻狀犮犾犪狊狊狉狅狅犿狋犲犪犮犺犻狀犵犻狀犳狌狋狌狉犲．

犛狋狌犱犲狀狋犃：犠犲狊犺狅狌犾犱狊狆犲狀犱犿狅狉犲狋犻犿犲狉犲犪犱犻狀犵犻狀狊犮犺狅狅犾．

犛狋狌犱犲狀狋犅：犐犪犿狏犲狉狔犺犪狆狆狔狋狅犪狋狋犲狀犱狋犺犲犲狓狋狉犪犮狌狉狉犻犮狌犾犪狉犪犮狋犻狏犻狋犻犲狊狅狉犵犪狀犻狕犲犱犫狔狋犺犲

狋犲犪犮犺犲狉狊．

犛狋狌犱犲狀狋犆：犛狅犿犲狅犾犱犳犪狊犺犻狅狀犲犱犫狅狅犽狊犪狉犲犲狓狆犲犮狋犲犱狋狅犫犲狉犲狆犾犪犮犲犱．

犛狋狌犱犲狀狋犇：犜犺狉狅狌犵犺犮犾犪狊狊犿犪狋犲狊犱犻狊犮狌狊狊犻狅狀犪狀犱犱犲犫犪狋犲，狅狌狉狌狀犱犲狉狊狋犪狀犱犻狀犵狅犳犈狀犵犾犻狊犺犮狌犾狋狌狉犲

犪狀犱犮狅犿犿狌狀犻犮犪狋犻狏犲犮狅犿狆犲狋犲狀犮犲犪狉犲犲狀犺犪狀犮犲犱．

犐狀犪犱犱犻狋犻狅狀，狋犺犲犐狀狋犲狉狀犲狋狆犾犪狔犲犱犪狀犻狀犱犻狊狆犲狀狊犻犫犾犲狉狅犾犲犱狌狉犻狀犵狋犺犲 狑犺狅犾犲狆狉狅犮犲狊狊狅犳狋犺犲

犲狓狆犲狉犻犿犲狀狋．犜犺犲犳狅犾犾狅狑犻狀犵犱犻犪犾狅犵狌犲狉犲犮狅狉犱犲犱犻狀犪狀犈狀犵犾犻狊犺犮犾犪狊狊，狑犺狅狊犲狋狅狆犻犮狑犪狊犪犫狅狌狋狋犺犲

犗犾狔犿狆犻犮犌犪犿犲狊，犺犻犵犺犾犻犵犺狋犲犱狋犺犲犪狆狆犾犻犮犪狋犻狅狀狅犳犻狀狋犲狉狀犲狋狌狊犪犵犲．

犜犲犪犮犺犲狉犣犺犪狀犵：犌狅狅犱犿狅狉狀犻狀犵，犲狏犲狉狔狅狀犲！

犛狋狌犱犲狀狋狊：犌狅狅犱犿狅狉狀犻狀犵，犕狉狊．犣犺犪狀犵．

犣犺犪狀犵：犗犽．犃狊狑犲犽狀狅狑，２００８犗犾狔犿狆犻犮犌犪犿犲狊狑犲狉犲犺犲犾犱犻狀犅犲犻犼犻狀犵．犠犺犲狀狑犻犾犾狋犺犲２０１２

犗犾狔犿狆犻犮狊犫犲犺犲犾犱？

犛犃：犐犪犿狊狌狉犲犻狋狑犻犾犾犫犲犺犲犾犱犻狀犔狅狀犱狅狀．

犣犺犪狀犵：犈狓犪犮狋犾狔．犃狀犱犱狅狔狅狌犽狀狅狑狋犺犲犿狅狋狋狅？

犛犅：犗犺，犉犪狊狋犲狉，犺犻犵犺犲狉犪狀犱．．．

犛犆：犛狑犻犳狋犲狉，犺犻犵犺犲狉犪狀犱狊狋狉狅狀犵犲狉．犐犽狀狅狑犻狋犳狉狅犿狋犺犲狆犪狊狊犪犵犲犻狀狅狌狉犫狅狅犽．



——— ６２　　　

犣犺犪狀犵：犜犺犪狀犽狔狅狌．犜犺犪狋狊狉犻犵犺狋．犇狅狔狅狌犽狀狅狑狊狅犿犲狋犺犻狀犵犿狅狉犲犪犫狅狌狋狋犺犲犗犾狔犿狆犻犮犌犪犿犲狊？

犎犪狏犲狔狅狌狊狌狉犳犲犱狋犺犲犐狀狋犲狉狀犲狋？

犛犛：犢犲犪犺，狑犲犺犪狏犲犳狅狌狀犱狊狅犿犲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狅狀狋犺犲犐狀狋犲狉狀犲狋．犐犽狀狅狑狋犺犲狉犲犪狉犲犪狀犮犻犲狀狋

犗犾狔犿狆犻犮狊犪狀犱犿狅犱犲狉狀狅狀犲狊．

犣犺犪狀犵：犌狅狅犱．犖狅狑犐犱犾犻犽犲狔狅狌狋狅狋犪犾犽狑犻狋犺狔狅狌狉狆犪狉狋狀犲狉犪犫狅狌狋狋犺犲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狔狅狌犵狅狋犻狀

犵狉狅狌狆狊狅犳犳狅狌狉．犃狀犱狅狀犲狅犳狔狅狌狊犺狅狌犾犱犪犮狋犪狊狋犺犲狊狆犲犪犽犲狉狑犺犻犾犲狅狋犺犲狉狊犪狉犲犾犻狊狋犲狀犲狉狊

犪狀犱犼狌犱犵犲狊．犐犿狊狌狉犲犲狏犲狉狔狅狀犲犻狊犪犫犾犲狋狅犱狅犪犵狅狅犱犼狅犫．犢狅狌犮犪狀犪狊犽犿犲犳狅狉犺犲犾狆．

犆狅犿犲狅狀．

犛犛：犗犽．．．

（犃犳狋犲狉１０犿犻狀狌狋犲犱犻狊犮狌狊狊犻狅狀）

犣犺犪狀犵：犈狏犲狉狔犵狉狅狌狆犱犻犱犪犵狅狅犱犼狅犫犼狌狊狋狀狅狑．犅狌狋狊狅犿犲犫狅狔狊犪狉犲狋狅狅狀犲狉狏狅狌狊狋狅狊犪狔

犪狀狔狋犺犻狀犵．犇狅狀狋犫犲狀犲狉狏狅狌狊．犖狅狑犻狋狊狋犻犿犲犳狅狉狔狅狌狉犵狉狅狌狆狋狅犮狅狅狆犲狉犪狋犲犪狀犱犳犻狀犱狅狌狋

狋犺犲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犮犲狊犪狀犱狊犻犿犻犾犪狉犻狋犻犲狊犫犲狋狑犲犲狀犪狀犮犻犲狀狋犗犾狔犿狆犻犮狊犪狀犱犿狅犱犲狉狀犗犾狔犿狆犻犮狊．

犜犺犻狊狋犻犿犲狔狅狌犱犫犲狋狋犲狉狑狉犻狋犲犻狋犱狅狑狀犻狀狔狅狌狉犲狓犲狉犮犻狊犲狊犪狀犱狋犺犲狀犺犪狀犱犻狋犻狀．．．

４．犇犻狊犮狌狊狊犻狅狀

犜犺犲犲狓狆犲狉犻犿犲狀狋，狋狅狊狅犿犲犲狓狋犲狀狋，犻狀犱犻犮犪狋犲犱狊狅犿犲狆狉狅犵狉犲狊狊犻狀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犈狀犵犾犻狊犺犮狌犾狋狌狉犪犾

犮狅犿狆犲狋犲狀犮犲．犜犺犲犪狌狋犺狅狉狑犻犾犾犪狀犪犾狔狕犲犻狋犳狉狅犿狋狑狅犪狊狆犲犮狋狊，狀犪犿犲犾狔，犻狀狆狌狋犪狀犱犮狅犾犾犲犮狋犲犱犱犪狋犪．

４．１　犓狉犪狊犺犲狀狊犐狀狆狌狋狋犺犲狅狉狔

犓狉犪狊犺犲狀（１９８２）犺犪狊犪犳狅狉犿狌犾犪狋犺犪狋狀犲犪狋犾狔犲狓狆狉犲狊狊犲狊犺犻狊犻犱犲犪狅犳犮狅犿狆狉犲犺犲狀狊犻犫犾犲犻狀狆狌狋．犔犲犪狉狀犲狉狊

犿犪犽犲狆狉狅犵狉犲狊狊犫狔狌狀犱犲狉狊狋犪狀犱犻狀犵犾犪狀犵狌犪犵犲犮狅狀狋犪犻狀犻狀犵犻＋１．犐狀狋犺犲犳狅狉犿狌犾犪狋犻狅狀，犻狊狋犪狀犱狊犳狅狉狋犺犲

犾犲犪狉狀犲狉狊狆狉犲狊犲狀狋犾犲狏犲犾，犪狀犱犻＋１狉犲狆狉犲狊犲狀狋狊狋犺犲犾犪狀犵狌犪犵犲犼狌狊狋犪犫狅狏犲犺犻狊狆狉犲狊犲狀狋犮狅犿狆犲狋犲狀犮犲．犐狀

狋犺犲犲狓狆犲狉犻犿犲狀狋，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犲狓狋狉犪犮狌狉狉犻犮狌犾犪狉狉犲犪犱犻狀犵犿犪狋犲狉犻犪犾狊犪狀犱狋犺犲犻狀狋犲狉狀犲狋狆犾犪狔犲犱犪犽犲狔狉狅犾犲犻狀

狋犺犲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犪犮狇狌犻狊犻狋犻狅狀狅犳犈狀犵犾犻狊犺．犉犻狉狊狋狅犳犪犾犾，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犲狀犼狅狔犲犱狋犺犲犳狉犲犲犱狅犿狅犳狊狌狉犳犻狀犵狅狀犾犻狀犲，

狑犺犻犮犺狑狅狌犾犱犪狊狊犻狊狋狋犺犲犿犻狀狌狀犱犲狉狊狋犪狀犱犻狀犵狋犺犲狋犲狓狋狊；狋犺犲狊犲犮狅狀犱犳犲犪狋狌狉犲犻狊狋犺犪狋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犻狀狋犲狉犲狊狋

犻狀犾犲犪狉狀犻狀犵犈狀犵犾犻狊犺狑犪狊犵狉犲犪狋犾狔犲狀犺犪狀犮犲犱犻狀狋犺犲狆狉狅犮犲狊狊狅犳犵狉狅狌狆犱犻狊犮狌狊狊犻狅狀狊．犜犺犲狆狉狅狏犻狊犻狅狀狅犳

狋犺犲犾犻犫狉犪狉狔狉犲狊狅狌狉犮犲狊犪狀犱狋犺犲狋犲犪犮犺犲狉狊犵狌犻犱犪狀犮犲狑犪狊犻犿狆狅狉狋犪狀狋犻狀犲狀犺犪狀犮犻狀犵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狉犲犪犱犻狀犵

狇狌犪犾犻狋狔犪狀犱犈狀犵犾犻狊犺犪犮狇狌犻狊犻狋犻狅狀．

４．２　犉犻狀犱犻狀犵狊

犜犺犲犻犿狆狉狅狏犲犿犲狀狋狅犳狊犮狅狉犲狊犻狀狋犺犲狆狅狊狋狋犲狊狋，犻狀犮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狑犻狋犺狋犺狅狊犲犻狀狋犺犲狆狉犲狋犲狊狋，狊狌犵犵犲狊狋狊狋犺犪狋

犲狓狋狉犪犮狌狉狉犻犮狌犾犪狉狉犲犪犱犻狀犵犪犮狋犻狏犻狋犻犲狊犪狉犲犻犿狆狅狉狋犪狀狋犻狀犲狀犺犪狀犮犻狀犵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犮狌犾狋狌狉犪犾犮狅犿狆犲狋犲狀犮犲．



６３　　　 ———

犅犲狊犻犱犲狊，狋犺犲狆犲狉犮犲狀狋犪犵犲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犮犲狊犻狀狋狑狅狇狌犲狊狋犻狅狀狀犪犻狉犲狊犪狋狋犺犲犫犲犵犻狀狀犻狀犵狅犳狋犺犲犲狓狆犲狉犻犿犲狀狋犪狀犱

犪狋狋犺犲犲狀犱狅犳狋犺犲犲狓狆犲狉犻犿犲狀狋狉犲狊狆犲犮狋犻狏犲犾狔狊犲犲犿狋狅狋犲犾犾狌狊狋犺犪狋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犮狅犵狀犻狋犻狏犲犪犮狋犻狏犻狋犻犲狊犪狉犲

狆狅狊犻狋犻狏犲犾狔狏犻犲狑犲犱．犜犺犲犻狉犻狀狋犲狉犲狊狋，犿狅狋犻狏犪狋犻狅狀，狉犲犪犱犻狀犵犪狀犱 狑狉犻狋犻狀犵犪犫犻犾犻狋犻犲狊，犮狅狅狆犲狉犪狋犻狏犲

犮狅犿狆犲狋犲狀犮犲犵狉犲狑．犎狅狑犲狏犲狉，狋犺犲狆狅狊犻狋犻狏犲犲犳犳犲犮狋狊犮狅狌犾犱犫犲犻狀犳犾狌犲狀犮犲犱犫狔狅狋犺犲狉狌狀犮狅狀狋狉狅犾犾犪犫犾犲

犲犾犲犿犲狀狋狊狊狌犫犼犲犮狋犻狏犲犾狔犪狀犱狅犫犼犲犮狋犻狏犲犾狔．犃犱犿犻狋狋犲犱犾狔，狋犺犲狉犲犲狓犻狊狋狊狅犿犲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狑犺狅狊犲狆狉狅犵狉犲狊狊犻狊

狊犲犾犱狅犿狀狅狋犻犮犲犱，犱狌犲狋狅狏犪狉犻犲犱狉犲犪狊狅狀狊犮狅狀犮犲狉狀犻狀犵狋犺犲犻狉犻狀狋狉狅狏犲狉狋犲犱狆犲狉狊狅狀犪犾犻狋犻犲狊，狊犺狅狉狋犪犵犲狅犳

狋犻犿犲，犪狀犱狋犺犲犳犪犮狋狋犺犪狋犲狓狋狉犪犮狌狉狉犻犮狌犾犪狉狉犲犪犱犻狀犵狊犺犪狊狀狅犱犻狉犲犮狋犾犻狀犽狑犻狋犺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犖犕犈犉．

５．犆狅狀犮犾狌狊犻狅狀狊

犜犺犲犲狓狆犲狉犻犿犲狀狋狑犲狀狋狑犲犾犾，狑犻狋犺狋犺犲狊狆狅狀狊狅狉狊犺犻狆犫狔犈犈犉犪狀犱狋犲犪犮犺犲狉狊犪狀犱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犲犳犳犲犮狋犻狏犲

犮狅狅狆犲狉犪狋犻狅狀．犜犺犲犲狓狆犲狉犻犿犲狀狋犻狀狏犲狊狋犻犵犪狋犲犱狋犺犲犲犳犳犲犮狋犻狏犲狀犲狊狊狅犳犲狀犺犪狀犮犻狀犵犺犻犵犺狊犮犺狅狅犾狊狋狌犱犲狀狋狊

犮狌犾狋狌狉犪犾犮狅犿狆犲狋犲狀犮犲，狉犲犾狔犻狀犵狅狀狋犺犲犾犻犫狉犪狉狔狉犲狊狅狌狉犮犲狊犪狀犱狋犺犲犻狀狋犲狉狀犲狋狊犲狉狏犻犮犲狊．犙狌犪狀狋犻狋犪狋犻狏犲

犿犲狋犺狅犱狊狑犲狉犲犪犱狅狆狋犲犱犻狀狋犺犲犲狓狆犲狉犻犿犲狀狋狋犺狉狅狌犵犺狋犺犲犪狀犪犾狔狊犻狊狅犳狇狌犲狊狋犻狅狀狀犪犻狉犲狊，犫狌狋狇狌犪犾犻狋犪狋犻狏犲

犿犲狋犺狅犱狊，犻狀狏狅犾狏犻狀犵犻狀狋犲狉狏犻犲狑狊，狑犲狉犲犪犾狊狅狌狋犻犾犻狕犲犱．犐狀狋犺犲犮狌狉狉犲狀狋狊狋狌犱狔狑犺犻犮犺犪狋狋犲犿狆狋犲犱狋狅犵犪犻狀

狋犺犲犱犪狋犪犿狅狊狋狊犮犻犲狀狋犻犳犻犮犪犾犾狔，狊狅犿犲犾犻犿犻狋犪狋犻狅狀狊狊犺狅狌犾犱犫犲犪犮犽狀狅狑犾犲犱犵犲犱，犱犲狊狆犻狋犲狋犺犲犳犪犮狋狋犺犪狋狊狅犿犲

狆狅狊犻狋犻狏犲犳犻狀犱犻狀犵狊犪狉犲犻犱犲狀狋犻犳犻犲犱．犉犻狉狊狋狅犳犪犾犾，狋犺犲犲狓狆犲狉犻犿犲狀狋犳犪犻犾犲犱狋狅犪犱狅狆狋犪犮狅狀狋狉狅犾犵狉狅狌狆犻狀

狅狉犱犲狉狋狅犻狀狏犲狊狋犻犵犪狋犲犻犳狋犺犲狉犲犪狉犲狊狅犿犲狊犻犵狀犻犳犻犮犪狀狋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犮犲狊犫犲狋狑犲犲狀狋犺犲犲狓狆犲狉犻犿犲狀狋犪犾犵狉狅狌狆犪狀犱

狋犺犲犮狅狀狋狉狅犾犵狉狅狌狆．犉狌狋狌狉犲狉犲狆犾犻犮犪狋犻狅狀狊狊犺狅狌犾犱狌狊犲犪犮狅狀狋狉狅犾犵狉狅狌狆狑犻狋犺犛犘犛犛犪狊犪狋狅狅犾犳狅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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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李瑞芳、张英、程慕胜：清华大学非英语专业学生课外阅读情况调查研究［犑］。外语界，２００４（２）：

３５—４０。

［５］胡立耘：信息技术与教育———第四届信息技术与教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犕］．昆明：云南大学

出版社，２０１０。

［６］杨再容：信息技术在中学英语教学中的运用探讨及实践［犈犅／犗犔］．犺狋狋狆：／／狑狑狑．犺犲狉狊狆．犮狅犿



——— ６４　　　

í[îï
姜勇，男，汉族，出生于１９７３年１２月，甘肃省通渭县人，本科学历，中学一级教师，现从事通渭一中

高中英语教学工作。工作业绩突出，先后被评为通渭县县级骨干教师、定西市市级英语教师教学能手，

多次获得全国中学生英语能力竞赛优秀指导教师奖，发表教育教学论文数篇，在甘肃省教育教学论文

评奖活动中，获省级一等奖一次、市级二等奖一次。自２００９年参与青树项目活动以来，热心青树项目

活动，是小项目“一个人的报社”团队成员，并于２０１１年６月开始负责开展小项目“教室里的世界英语犲

角”阅读活动。

电子邮箱：狋狑犼犻犪狀犵狔狅狀犵２００８＠１６３．犮狅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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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花糖儿童阅读习惯养成计划

———新世纪梦想图书馆在流动人口社区的教育

倡导

□ 4jz4jz4jz4j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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çèé文章通过对新世纪梦想的
棉花糖阅读计划以及其他有关活

动的介绍，阐述了图书馆如何最

大程度满足当地群众文化生活的

需要，彰显了图书馆一定社会功

能和文化担当，强调了培养阅读

习惯的重要性。

êëìé流动人口社区，儿童阅
读习惯，图书馆宣传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犜犺犻狊狆犪狆犲狉犲狓狆犾犪犻狀狊犺狅狑

狋犺犲犾犻犫狉犪狉狔犿犲犲狋狊狋犺犲犮狌犾狋狌狉犪犾犱犲

犿犪狀犱狊狅犳犾狅犮犪犾狆犲狅狆犾犲狋狅狋犺犲犵狉犲犪

狋犲狊狋犲狓狋犲狀狋犫狔犿犲犪狀狊狅犳狋犺犲犆狅狋狋狅狀

犆犪狀犱狔 犆犺犻犾犱狉犲狀狊 犚犲犪犱犻狀犵 犎犪犫犻狋

犆狌犾狋犻狏犪狋犻狅狀犘狉狅犼犲犮狋犪狀犱狅狋犺犲狉狉犲犾犪狋

犲犱犪犮狋犻狏犻狋犻犲狊犺犲犾犱犫狔狋犺犲犖犲狑犆犲狀

狋狌狉狔犇狉犲犪犿 犔犻犫狉犪狉狔狋狅狊犺狅狑狋犺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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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人口问题是目前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常识问题了，

因此所产生的社会问题和讨论也是层出不穷，屡见不鲜，

一时间，为之呐喊和呼应的机构也是纷纷诞生，个展其能。

笔者于其他机构的不同之处在于：我们来自流动人群，产

生于流动人群，并以服务这个群体为起点，借以影响更多

的人。

北京海淀区清河镇朱房村是北五环边一个典型的城

中村，东南西北四面，分别被高档住宅小区、清河、北京体

育大学和长城润滑油小区所包围，周边有四所公办小学，

一所打工子弟学校，８所幼儿园，人口统计在２２０００人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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狋犺犲犾犻犫狉犪狉狔．犐狋犪犾狊狅犲犿狆犺犪狊犻狕犲狊狋犺犲

犻犿狆狅狉狋犪狀犮犲狅犳犮狌犾狋犻狏犪狋犻狀犵狋犺犲犺犪犫犻狋

狅犳狉犲犪犱犻狀犵．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犳犾狅犪狋犻狀犵狆狅狆狌犾犪狋犻狅狀犮狅犿

犿狌狀犻狋狔，犮犺犻犾犱狉犲狀狊狉犲犪犱犻狀犵犺犪犫犻狋，犾犻

犫狉犪狉狔犪犱狏狅犮犪犮狔

右，其中流动人口有２００００人，户籍人口有２０００人，这其

中适龄中小学有１８００多人，学前儿童有１０００人以上。

在以青壮年为主的人口分布中，职业和就业模式遍及北京

的各个行业，尤以服务业为盛，其中按地域划分已形成明

显的职业文化，比如一提起安徽，女的就是保姆和小时工

的代名词，男的就是装修工的代表，而一提起河南就是废

品回收和买卖的专有，他们在这里或在城市的许多地方安

然的生活着。

流动人口在北京的居住和生活基本上是解决了，他们

和北京市民的差距在表面上也在一点点缩小，但有两大问

题成为他们长久的痛：一个是子女教育和自身教育问题，

一个是住房和医疗保障问题。后一个问题是户籍问题所

限，但教育问题则是户籍和他们自身条件的限制。据调查

在朱房村有相当多的７０后和８０后家长，小学毕业和初中

没上完的年轻人大有人在，占到年轻父母的６０％—７０％，

这些父母的文化水平势必影响他们子女的受教育效果和

程度，更谈不上自身的再教育和再提高，也就谈不上儿童

早期教育的引导和开发，什么是图书馆，什么是阅读，什么

是绘本书，这对他们都很陌生，他们渴望教育孩子的方法，

但又没有门路，他们想改变自我，但又没有目标，而他们所

在地的村委会和街道对他们的教育又几乎不管不问，所以

这部分人的问题要么自己沉默或解决，要么由民间机构疏

导，新世纪梦想图书馆就是这其中典型的一个。

新世纪梦想图书馆坐落于北京市海淀区清河镇朱房

村，最早成型于２００５年，是原新世纪打工子弟学校的校内

图书馆，刚开始只有十几平米，几百册图书，主要服务于校

内的老师和学生们。后来在２００６年７月，学校遭拆迁，图

书馆被迫搬到村里面，从而转变成一家公益性社区图

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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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书馆刚开始主要是个人行为，从２００７年开始走社会化的公益模式，运营费用主要

是从社会筹集，到目前为止主要有陈一心家族基金会、梦想行动国际、打工子弟爱心会、

香港未来研究所等。

现在图书馆面积有６５平米，３名工作人员，２万余册图书，内容包括儿童图画书、青少

年读物，文、史、哲，教育、生活、科技、家庭等各个方面，其中学生和儿童书占到６０％以上。

图书馆目前在册会员有７５１位，日访问量在５０人左右。服务范围包括图书馆周围５所小

学，８所流动子弟幼儿园，每月免费送书阅读在５００本以上，涉及人群有２万人。

现在图书馆除了正常开展阅览、外借、租赁等常规业务外，我们还开展了诸如“故事

妈妈阅读培训”，“故事老师阅读培训”“故事姐姐（哥哥）阅读培训”等多种形式的读书活

动，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和欢迎，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当地群众文化生活的需要，初步

彰显了一定的社会功能和文化担当。

"! ��

大量的数据和研究都表明０—６岁是一个人培养兴趣、奠定基础的重要阶段，而阅读

习惯的养成是这些习惯中对孩子成长最有利的一种行为方式。

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过：“３０年的经验使我深信，学生的智力发展取决于良好的阅

读能力”。他从心理学的视角分析，“缺乏阅读能力，将会阻碍和抑制脑的极其细微的连

接性纤维的可塑性，使它们不能顺利地保证神经元之间的联系。谁不善阅读，谁就不善

于思考。”

新世纪梦想图书馆的设立，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社区学生、群众的阅读视野和世界，

也带来了许多新鲜的气息，我们在读者数量上也达到７５０多名会员，这些会员当中经常来

看书、借书的也就是１２０多位，而且多部分是学生，我们开始思考：每天来来往往的学生有

多少人在这里养成了阅读习惯，有了长期来看书的规律？有多少孩子在一定时间内从阅

读兴趣转到阅读习惯上，并保持了一段时间？一个图书馆的存在在一到两年时间内到底

培养了多少人养成了阅读习惯？除了阅读之外，我们还能为社区的居民做些什么？我们

会发现在图书馆硬件设施完善的同时，更多的问题也逐渐显现。

首先，我们发现到目前为止我们在社区做了不少事，但总结下来，我们最主要、最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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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的事，或我们的优势在哪里，我们并不明显，我们和全国许多社区图书馆相比是雷同和

相似的，如果说我们有一点特点和优势：那就是在流动人群中广泛开展阅读推广活动，但

我们知道这个工作做得不够细，也不够深入，所有如何抓住我们的核心工作“阅读”二字，

我们要开展一些深入的工作。

其次，来图书馆的孩子们每天都不少，但很多孩子来了以后不是浏览和选书，而是无

目的的乱翻书，翻完以后又无所得，只好随便借一本书或无所事事的离去，这是一种多遗

憾和感慨的场景。

再者，新世纪梦想图书馆在２０１１年曾有一个发挥图书馆资源、扩大阅读群体的项目，

我们把图书馆的书按流动子弟幼儿园名称分成若干部分，每一部分有５０—８０本书，然后

把这些书免费送到幼儿园让他们使用，并派大学生志愿者给孩子们读，这个活动曾扩展

到图书馆周边的１３个幼儿园和学校，也真实的激发了一大批孩子的阅读兴趣，但这种兴

趣因缺乏持续的引导和培训，后期又缺乏有效地跟踪和监督，都没有深入进去，光激发了

孩子的兴趣，没有让他们养成阅读的习惯，空浪费了孩子们的感情。

第四，此前有部分幼儿园老师参加了图书馆的阅读计划，但是因培训次数和后期工

作都不够，很多老师的阅读观念并没有转变，不能很好地指导孩子，而且不少幼儿园老师

每年都换一批人，在阅读方面的工作还是从头开始。

第五，因为图书馆自身优秀同类的图书不够多，所以分配到每一个幼儿园当中的书

目也有限，又缺乏核心书目的指引和装备，导致有些幼儿园想深入开展活动，却进行不

下去。

第六，图书馆为了让社区的孩子和大人爱上阅读，开展很多有关阅读活动，也为他们

做了不少事，但我们发现参与的人大部分都是孩子，却没有把家庭和家长的参与放在一

个重要的位置，家长只培训了两次，后面没有进行连续的沟通和交流，使家长没有发挥应

有的作用，这也是其中一块很大的不足。

#! ��

棉花糖是北京乃至全国都常见的一种儿童食品，它以其蓬松、绵滑的特点深受孩子

们的欢迎。之所以把图书馆的这个活动用这个名字，是因为在今年的图书馆理事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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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提出了新的战略发展方向，刚好得到图书馆帮助的一位家长给我送了一根棉花糖，

所以我就以“棉花糖”作为这个活动的名称，我们大家也自诩为棉花糖叔叔、棉花糖阿姨、

棉花糖姐姐等，行动的名称就定义为：棉花糖儿童阅读习惯养成计划。

３．１　针对以上问题，图书馆决定在以前工作的基础上再精深一步，侧重以引导和跟

踪鼓励为主的倡导方式让他们来看书，并为每一个在图书馆登记的会员建立阅读档案，

提前为他们预设１００册书，并标注借出和归还日期，鼓励他们先看完这些书，再去看其他

书，这样一来，首先避免了他们看书的无序和无目的性，又把他们的阅读经历保留下来，

在他们读到５０本、１００本或２００本的时候，给他们来一个意想不到的惊喜。

３．２　针对家长的诸多疑问和困惑，不知绘本书从哪开始，哪些书是适合他们看到，

我们制定并完成了一个核心书目计划，精选个国外和国内公认的获奖书目，再加上我们

自己包括家长和孩子感悟的优秀书籍共３００本，作为我们的推荐书目向大家呈现，另有

２００本书目是提高书目，我们相信孩子读完这３００本书，他的小学乃至中学生活不用愁。

在总结过程中，我们发现许多所谓专家推荐的书比如“爱心树”“黎明”等孩子们不见得喜

欢，而大家都不怎么提的书，孩子们超喜欢，比如“蚯蚓日记”“好饿的小蛇”等，所以这也

是我们核心书目的价值所在。

３．３　继续加强对幼儿园老师的进一步培训和交流，使他们理解并感受绘本书的魅

力，让他们在课堂上充分发挥核心绘本书的教学优势，鼓励孩子回家多看书并可家长携

起手来，共同建立孩子每一个人的阅读档案。我们计划用持续两年的时间跟踪和培养这

些孩子的阅读情况，帮助他们养成阅读的自然习惯，３００册书或５００册的阅读量下来，是

个什么概念，虽然这些孩子不明白我这样做的目的，但实际上我们扮演的是他们的灵魂

导师的角色，我们不曾亲自教过每一个学生，但每一个学生读过我们为他推荐的书，甚至

更多，这难道不是最大的成就吗？

３．４　和项目幼儿园签订阅读养成协议，制定严密科学的阅读计划和工作流程，制定

核心阅读书目，为后期开展工作打好基础。

参加棉花糖阅读计划的幼儿园一次配备３００本书，大概需要６０００元，这对打工子弟

幼儿园是一个压力，我们鼓励他们把书按学生名单每人分摊２—３本，让家长们去买，买回

后放到幼儿园，集中起来就够了，这样每个孩子买的是２—３本，但他们彼此能借到３００本

书，而且这个孩子将来走了以后，他买的那几本书他可以带走，这样家长没意见，又把问

题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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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们有一个要求：书一定要拿回家去读才可以算读，而且最好有家长在身边陪

读，课堂上老师的读只能是兴趣的激发。

３．５　深入做好和家长的沟通、交流和培训，让家长理解亲自阅读的重要性，尽量每

日抽出一些时间陪孩子多读读书；图书馆尽力多组织一些有关的亲子阅读活动让家长参

与进来。

对家长的培训我们已经开了５个班，按孩子年龄依次分为小二班、小一班、中班、大

班、学前班，每班１３—１６人，加上孩子，每次是２６—３２人左右，比较热闹。因为讲的课程

基本一样，就是年龄有些差别，我们统称为“故事妈妈培训”。目标就是通过１０—１２次的

比较系统的培训，使家长明晰基本的绘本书阅读理念和阅读方法，并把它们运用实际。

课程内容由专家组和图书馆工作人员共同制定，由图书馆阅读老师来培训。因为是免费

培训，学员比较积极，目前共有８５个家庭在进行第一期的学习。

$! W�e�

４．１　目前在社会层面，各种矛盾层出不穷，信息泛滥成灾，教育方式五花八门，家长

无所适从。我们这种方式是公益行为，社会认知度高，家长免费参与，没有障碍。

４．２　阅读活动不需要特别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方法简单，操作便捷，贵在坚持。

４．３　阅读习惯的培养，是根本的学习活动，是其他很多学习活动的基础，投入少，见

效高，终生受益。

４．４　在培养阅读习惯的过程中，亲子阅读是重要的环节，亲子阅读做到了，这对改

善紧张的家庭关系、促进父子或母子关系有很大意义。

４．５　养成幼儿阅读习惯的方法和导向是清晰的、可预见到，人人都有需求、人人都

可参与，人人都有收获。

４．６　图书馆处在流动社区中，离小读者本身和项目幼儿园都不远，交通便捷，节省

时间，是个很大的优势条件。

４．７　图书馆做阅读推广已有两年时间，期间我们也储备了一些教育、图书和培训

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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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除了集中做和阅读有关的棉花糖计划，我们成系统和制度化的工作还有：（１）

社区人群和大学生志愿者阅读培训（２）阿福童小学生生活技能培训（３）中小学生课后作

业吧（４）周末梦想故事屋和故事会（５）星期六社区电影赏析和教育（６）传统和专题文化讲

堂等，实现了真实意义上的一馆多能，我们不单单是一个小小图书馆，我们也是社区的文

化中心和青少年活动中心，家庭教育咨询中心，救助关怀中心，当下社会，世风日下，物欲

横流，要想净化社会风气应从净化社区开始，要想净化社区应从净化人心开始，要想净化

人心就从推广读书开始。

í[îï

　　王毅，男，７３年生，新疆人氏，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学士学位。１９９８年去广西百色支教，改变人生轨

迹。从２０００年至今一直从事流动儿童的教育工作，创办过一所小学和幼儿园，２００６年创办新世纪梦想

图书馆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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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外快乐阅读对高中英语学习的

帮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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çèé在少数民族地区，英语阅
读一直是教学的难题。如何在没

有语言环境下培养学生学习英语

的兴趣，如何利用图书馆图书资

源，让学生了解学习英语的实用

性，了解英美文化，培养良好的英

语阅读习惯，提高英语阅读能力，

吸引更多的学生来学习英语，是

我们做这个快乐阅读项目的主

旨。通过在班里设置班级英语阅

读角，定期组织班级阅读活动，在

阅读中引导学生们做好读书笔

记，记下读书心得，同时组织复述

故事，英语话剧活动竞赛，培养学

生听，说，读，写能力。这个项目

论证了课外阅读帮助学生提高学

习英语的乐趣，和阅读的能力，从

而帮助少数民族学生在一定程度

上了解学习外语的意义和目的。

êëìé英语课外阅读，提高学
习英语兴趣，提高成绩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犐狀犿犻狀狅狉犻狋狔犪狉犲犪狊，犈狀犵

犾犻狊犺狉犲犪犱犻狀犵犺犪狊犫犲犲狀狋犺犲狆狉狅犫犾犲犿

　　贵州省地处中国西南部，受历史、地域原因，与外界接

触较少，与沿海地区相比，在英语教学方面严重缺乏语言

环境。黔东南又是贵州省苗族，侗族等少数民族聚集地

区，９５％以上的同学都是少数民族，在汉语普通话普及没

有多少年的环境下，学生要学习第二外语，困难重重。如

何有效的把学生从哑巴英语，应试教育中去了解学习英语

的实用性，了解英美语言后蕴藏的语言文化，提高学生学

习英语的兴趣，是我们一线教师不得不思考的问题，也是

课外阅读项目迫切需要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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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第二语言习得理论指出，二语的习得首先要有

精入，输入（犻狀犘狌狋）对于外语习得的重要性已经得到大部

分研究人员和语言教师的认同。所以在语言教学中要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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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犻狀狋犲犪犮犺犻狀犵．

犎狅狑狋狅犮狌犾狋犻狏犪狋犲狋犺犲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犻狀狋犲狉犲狊狋

犻狀犾犲犪狉狀犻狀犵犈狀犵犾犻狊犺狑犻狋犺狅狌狋犪狀犈狀犵犾犻狊犺

犫犪犮犽犵狉狅狌狀犱；犺狅狑狋狅狌狊犲狋犺犲犾犻犫狉犪狉狔
狉犲狊狅狌狉犮犲狊；犾犲狋狋犺犲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狌狀犱犲狉狊狋犪狀犱

狋犺犲狆狉犪犮狋犻犮犲狅犳犾犲犪狉狀犻狀犵犈狀犵犾犻狊犺；狌狀

犱犲狉狊狋犪狀犱 犃狀犵犾狅犃犿犲狉犻犮犪狀 犮狌犾狋狌狉犲；

犮狌犾狋犻狏犪狋犲犵狅狅犱狉犲犪犱犻狀犵犺犪犫犻狋狊；犻犿

狆狉狅狏犲狋犺犲犪犫犻犾犻狋狔狋狅狉犲犪犱犈狀犵犾犻狊犺，犪狋

狋狉犪犮狋犿狅狉犲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狋狅犾犲犪狉狀犈狀犵犾犻狊犺，

犪狉犲狋犺犲狆狌狉狆狅狊犲狅犳犱狅犻狀犵狋犺犲犺犪狆狆狔

狉犲犪犱犻狀犵狆狉狅犼犲犮狋．

犜犺犲犮犾犪狊狊犈狀犵犾犻狊犺狉犲犪犱犻狀犵犮狅狉狀犲狉犻狊

狊犲狋狌狆犻狀狋犺犲犮犾犪狊狊狉狅狅犿，犪狀犱狉犲犵狌

犾犪狉犮犾犪狊狊狉狅狅犿狉犲犪犱犻狀犵犪犮狋犻狏犻狋犻犲狊犪狉犲

狅狉犵犪狀犻狕犲犱．犅狔犵狌犻犱犻狀犵狋犺犲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狋狅

狑狉犻狋犲狉犲犪犱犻狀犵狀狅狋犲狊，犺犲犾狆犻狀犵狊狋狌犱犲狀狋狊

狉犲狋犲犾犾狋犺犲狊狋狅狉狔，犪狀犱犺狅犾犱犻狀犵犈狀犵犾犻狊犺

犱狉犪犿犪犮狅狀狋犲狊狋狊，狋犺犲犪犫犻犾犻狋狔狋狅犾犻狊狋犲狀，

狊狆犲犪犽，狉犲犪犱犪狀犱狑狉犻狋犲犺犪狏犲犫犲犲狀犻犿

狆狉狅狏犲犱．犜犺犻狊狆狉狅犼犲犮狋犱犲犿狅狀狊狋狉犪狋犲狊狋犺犲

犲狓狋狉犪犮狌狉狉犻犮狌犾犪狉 狉犲犪犱犻狀犵 狀犲犲犱犲犱 狋狅

犺犲犾狆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犱犲狏犲犾狅狆犪狀犻狀狋犲狉犲狊狋犻狀

犾犲犪狉狀犻狀犵犈狀犵犾犻狊犺，犪狀犱狋犺犲犪犫犻犾犻狋狔狋狅

狉犲犪犱犻狋，狊狅犪狊狋狅犺犲犾狆 犿犻狀狅狉犻狋狔
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犪犮犺犻犲狏犲犪犮犲狉狋犪犻狀犱犲犵狉犲犲狅犳

狌狀犱犲狉狊狋犪狀犱犻狀犵狅犳狋犺犲犿犲犪狀犻狀犵犪狀犱

狆狌狉狆狅狊犲狅犳犾犲犪狉狀犻狀犵犪犳狅狉犲犻犵狀犾犪狀

犵狌犪犵犲．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犈狀犵犾犻狊犺狉犲犪犱犻狀犵，犻狀狋犲狉

犲狊狋犻狀犾犲犪狉狀犻狀犵犈狀犵犾犻狊犺，犻犿狆狉狅狏犲

狆犲狉犳狅狉犿犪狀犮犲　

泛接触丰富的语言材料，大量的吸收真实的交际语言，通

过感知，理解，在潜移默化中把接收的信息储备，为语言输

出（写，说）做准备。读说能力是英语学习的关键，两者互

为条件，相互促进。阅读是语言输入，而说则是语言输出。

高中英语课外阅读活动—快乐阅读，就是通过先读后说，

真正实现了，把读书和说话结合在一起。

１．２　《普通高中新课程标准（实验）》明确提出，除教

材外，高中学生的课外阅读量应累计达２３万词以上，能在

老师的帮助下欣赏浅显的英语文学作品。特别要求要提

高学生用英语进行思维。同时形成跨文化的意识和基本

跨文化交际的能力。进一步拓展国际视野，了解语言背后

蕴藏的文化知识，形成良好地学习语言的习惯，为未来的

发展和终身学习奠定良好地基础。要达到新课标的要求，

紧靠课本教材学习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在基础教学上，教

师积极指导学生开展课外英语阅读活动，特别在少数民族

偏远地区，严重缺乏语言环境的地方，这样的阅读活动显

得积极重要。

１．３　贯彻生本教育理论———将教育走向生本

生本教育是郭思乐教授提出的一种教育思想和方式。

生本教育是为学生好学而设计的教育，也是以生命为本的

教育，它既是一种方式，更是一种理念。郭思乐生本教育

从“以学生为本，以学生的发展为本”引申出“以人为本，以

生命为本”，揭示了教育的真本。强调学生是教学过程的

终端，是教育的本性，把一切为了学生作为教育价值原则。

生本教育的目标“以学生的生命价值为出发点”，其目的是

“以学生的生命价值为体现”。生本教育强调把可以交付

的教学交付给学生。教师尽快地让学生自己活动起来，去

获得知识，去解决问题，把可以托付的教学托付给学生。

此时，学生处在真正自主的状态中，他的潜能得到激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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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天性得到发展，学习的兴趣得到激发。在快乐英语阅读项目中，黑猫系列小故事中，那

些趣味的寓言，经典的故事情节激发了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让同学们做学习语言的

主体。

"! 9:��|}?@�D*�X"���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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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选书方面，根据活动的初衷，帮助学生们了解英美文化，了解语言的实用性为主，

同时借助课外阅读活动，帮助学生提高阅读的能力，以及摆脱哑巴英语的环境，帮助学生

们开口说英语的原则，选择了《美国语文》小学英汉双语版，以及中学版，这一系列的图书

帮助学生了解英语国家的语言文化，获取语言信息，积累新单词，提高高中生阅读能力。

同时选取了《黑猫英语精选套书》这一系列的小故事型的图书，用一些比较浅显的经典的

童话，寓言故事激发学生阅读故事，同时学会复述故事，培养听说能力。由于这部分小说

故事，趣味性强，生词少，学生易读，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比较受欢迎。

!:!&y�gha�W�|OWX

!:!:#&��y�

在这个小型项目中，阅读板块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深度阅读，阅读的书籍是《美

国语文》小学版中英文版，这部分由老师与同学们沟通后，确定每周阅读内容，在每周一

节的阅读课上，根据老师的指导进行阅读。在这个板块上，训练的是学生在规定的时间

内，仔细读完相应的篇章，要求是仔细精读，同时回答老师设定的问题。这一板块的训

练是结合高中英语考试中阅读理解这个板块来设置的。在《高中新课程标准》中对于高

考阅读理解的要求：在老师的帮助下，能够欣赏浅显的语言作品，在阅读策略上要求：能

基本进行独立阅读，有选择、有效地使用参考资源能根据阅读目的和文段的不同，调整

阅读速度和阅读方法。能根据学习任务的需要从多种媒体中获取信息并进行加工处

理。所以在平时的阅读训练中，加强这一板块与高考考查的能力结合在一起，设置阅读

任务给学生。同时，培养同学们良好的阅读习惯和学习策略。学生在阅读过程中出现

很多不良的阅读习惯，比如：有声阅读，指字阅读，回视和摆读。不良的习惯会影响其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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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速度和阅读的效果。所以在阅读课上，根据高考要求，对于指定阅读内容，要求学生

精读，了解文章主旨大意，能区分主要观点、事实与一般支撑性事实，能辨识文段主旨的

发展脉络能分辨和理解文段、语篇中主要信息及观点的逻辑组织结构，了解各部分相互

关系。

在深度阅读这一板块中，对于文字背后蕴藏的文化背景知识也需要了解的，在这一

板块中采用泛读的方式阅读《美国语文》中学版，不用逐字逐句的阅读文章，对学生要求，

不需要百分百的理解文章内容，只有读懂大意，弄清线索，文化知识就行。这个板块的设

置是旨在让学生们了解英美文化，了解美国语言的文化背景，扩大学生的词汇量，不要在

细节上浪费时间，在阅读中扩大视幅，不需要弄清所有不认识的单词的意思，掌握大意

即可。

在课外的时间，再根据读书的要求，整理笔记，记下严重影响理解的单词，查字典，掌

握其用法，对常见的句型，结构。做好笔记。不定期的检查学生的读书笔记，规范学生的

读书笔记。在不断的阅读中，积累丰富读书笔记。

!:!:!&��y�

项目的另一板块就是听说阅读。在这板块中，主要是采用有声读物《黑猫系列丛

书》，这一板块主要是通过听读故事，复述部分故事情节。主要是训练学生们的听力和口

语能力。听说是语言学习的基础，加强听力和口语的训练主要是摆脱哑巴英语的学习阴

影，让学生了解学习语言的实用性，激发学习语言的兴趣和动力。在这板块中，由小组合

作完成，每组成员一本黑猫系列丛书，每周各小组成员课外阅读自己的书籍，在完成自己

的章节后，然后组内讨论，选用哪一本书的章节用做角色扮演的章节进行表演。学生们

选用狉狅犾犲狆犾犪狔的形式进行复述故事，一方面增强了学习语言的交际性，同时激发同学们

学习英语的兴趣，和实用性。语言归根结底还是需要说出来的。

在这个过程中，同学们非常积极的参与，认真准备每两周的狉狅犾犲狆犾犪狔的评比，而其他

组的成员根据复述故事的完整性和清晰度进行评分（根据评分标准）。每两周由一组进

行角色扮演，期末进行评估，哪组成员均分最高获得奖励。以小组进行，同学们都有参

与，并且进行评比，增加了竞争性，同学们都非常的认真的准备，而且由其他组的成员进

行评比，结果较客观，其他组的成员也了解故事情节，根据故事发展由角色扮演进行故事

的复述，让同学们增加了学习英语的实用性和趣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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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的初衷是帮助学生提高学生们的英语成绩，经过半年的学习和积累，从参加项

目的同学们英语成绩上，３月份的均分是９９．９３，到７月期末考的成绩是１０８．７１，提高了

约８％。见下表项目组学生成绩的变化：

姓　名 班　级 ３月英语月考 ７月期末英语考试

王弟楷 ３ １０８　　 １１８

梅玉山 ３ １２４ １２６

李安吉 ３ １２７ １２８．５

吴万龙 ３ １１３ １２２

姚　远 ３ ９８ １０４

孟　娟 ３ １０７ １２８

石　金 ３ １０３ １１１

杨立桥 ３ １１０ １１２．５

陈明靖 ３ １１０ １１９

李佳芮 ３ １１５ １１２

龙晓倩 ３ １０２ １１６

石　贤 ３ １０５ ９４．５

刘雯芹 ３ １１６ １１９．５

王炳云 ３ １０２ １１４．５

陈　娟 ３ ９１ １０３．５

周凯琳 ３ ９３ １１４．５

饶　倩 ３ １０８ １０８．５

李　婕 ３ ７０ ９１．５

欧阳东锦 ３ ９３ １０２．５

唐茂华 ３ ７２ ９１

曹韵菲 ３ １０１ １１３

王　美 ３ ６６ ７５．５

龙依然 ３ ９８ １１７

杨淋程 ３ ９３ １０２

胡　蓉 ３ １０９ １０３

杨秀婷 ３ ７８ ８９．５

袁小寒 ３ ８４ １０１．５

张元开 ３ １０２ １０５．５

平均分 ９９．９３ １０８．７１４２８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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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成绩小幅提高，也在于平时每天的学习，但是语言方面，词汇的积累仍然是一个

重中之重，课本的词汇是远远不能满足高水平语言学习的需要的，所以课外阅读活动对

于词汇的学习是巨大的帮助的。

同时，语言学习不能仅仅是为了满足考试的需求，加强听说的训练，帮助学生缩小与

教育发达地区学生英语素质的差距，增强语言教学的实用性和趣味性，让学生们发现学

习英语的乐趣。在狉狅犾犲狆犾犪狔的表演中，同学们都极大的兴趣参与，很多平时都不敢说英

语的同学都能说出一两句，学习英语的自信心得到了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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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课外阅读中，各种课外的内容，题材广泛，故事引人入胜，并且伴有音频。在学习

过程中，跟着故事情节，品味优美的语言，融入到作品中，让学生脱离做题，考试的为目的

的训练中，打开了学生兴趣的大门。

X:!&ü�y�qU�Dù]¡¢s£b¤@

在训练各种阅读中，发现学生学习英语是非常功利的，做题，做题一切为了高考，在

语言运用能力上的培养是很少的，对英美文化的了解更加不足。参加了这个课外阅读的

项目，学生们主动去读课本外的读物，积累了课本上没有的知识，去掉功利性，从语言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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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策略去了解语言的魅力，树立了学习英语的信心。

X:X&ü�y�ydq¥¦§�sb)*ú¨
各种阅读材料，经典故事，陶冶了学生的性情，具有培养了学生高尚情操的作用。

《美国语文》中学版，通过课后题目的一些讨论，培养了同学们的探究精神，让学生们独立

思考，同时学会倾听不同的观点。黑猫系列的寓言和经典故事，让同学们了解不同文化，

在一定程度上给予读者精神上和品质上提高。

ðñòó

　　［１］郭思乐：教育激扬生命———再论教育走向生本［犕］。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７。

［２］普通高中新课程标准（实验）［犕］。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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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丽娟，女，１９８１年７月１２日出生，２００３年７月于贵州大学外语系毕业。中教二级教师；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年，时任高三英语组教研组长。

通讯地址：贵州省凯里市开怀新区凯里市第一中学

电子邮箱：犾犻犵犺狋狀犻狀犵＿犽狅狀犵＠狔犪犺狅狅．犮狅犿．犮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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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学生能力和丰富特色图书室建

设的“悦读”

———以校编图书《青树翠蔓》为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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çèé如何让图书室能更大意义
的发挥作用，是当前各校图书室

思考的一个重点，也是全面提高

素质教育，提高学生能力建设的

一种途径。我校图书室积极组建

班级图书角，促进学生的课外阅

读，鼓励和指导学生写读书笔记。

评选学生优秀的读书笔记和作

文，然后由学生编辑、策划和设计

并印制成校编图书《青树翠蔓》。

同时，学校将《青树翠蔓》作为图

书室的特色馆藏并进行流通。

《青树翠蔓》在图书室进行流通以

来，不仅激励了学生阅读和写作

的兴趣，从阅读变成了真正的“悦

读”。与此同时更加丰富了图书

　　在学校，图书室是学生学习的第二课堂，是对学生进

行素质教育的重要阵地，是开阔学生视野，陶冶情操，培养

审美情趣，获取知识的有效途径，是他们成长、成才的基

地。它为学生提供了高尚的精神文化大餐，塑造了一个良

好的校园文化环境，用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给予学生文化

的熏陶，发挥对学生的教育功能。图书室为学生提供了自

主学习、深入探究和提升能力的空间（在图书室里没有了

教师喋喋不休的灌输，没有了那些让学生心惊肉跳的各类

考试）。在这里，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和智力类

型自由地选择学习的内容，依靠自己主动的探究和积极的

思考来获得对知识的体验和感悟。学生的学习方式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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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的馆藏，图书室不仅有购买的

书还有了学生自编的图书，多年

的坚持，那将是一个非常有特色

的图书室。这样真正达到了师生

合作，提高学生综合信息素养和

丰富图书室馆藏的双重目的。

êëìé能力建设，特色图书室，
阅读活动，悦读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犎狅狑狋狅犿犪犽犲狋犺犲狊犮犺狅狅犾犾犻

犫狉犪狉狔狆犾犪狔犪犿狅狉犲狊犻犵狀犻犳犻犮犪狀狋狉狅犾犲犻狊犪

狑犪狔狅犳狌狀犾狅犮犽犻狀犵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犻犱犲犪狊．犐狋犻狊

犪犵狅狅犱狋狅狅犾犳狅狉犱犲狏犲犾狅狆犻狀犵狊狋狌犱犲狀狋狊

犻狀狋犲犾犾犲犮狋狌犪犾犪犫犻犾犻狋狔犪狀犱狋狅犻犿狆狉狅狏犲狋犺犲

狇狌犪犾犻狋狔狅犳狋犺犲犻狉犲犱狌犮犪狋犻狅狀．

犐狀狅狌狉狊犮犺狅狅犾，狋犺犲犾犻犫狉犪狉狔犺犲犾狆狊犪犾犾狋犺犲

犮犾犪狊狊犲狊狊犲狋狌狆“犫狅狅犽犮狅狉狀犲狉狊”狋狅犻犿

狆狉狅狏犲狋犺犲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犲狓狋狉犪犮狌狉狉犻犮狌犾犪狉

狉犲犪犱犻狀犵，狋犺犲狀犲狀犮狅狌狉犪犵犲犪狀犱犵狌犻犱犲

狋犺犲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狋狅犿犪犽犲狉犲犪犱犻狀犵狀狅狋犲狊．

犛犲犾犲犮狋犻狀犵狋犺犲犫犲狊狋狉犲犪犱犻狀犵狀狅狋犲狊犪狀犱

犮狅犿狆狅狊犻狋犻狅狀狊，狋犺犲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狆犾犪狀狀犲犱，

犲犱犻狋犲犱，犱犲狊犻犵狀犲犱犪狀犱狆狉犻狀狋犲犱犪犫狅狅犽

狀犪犿犲犱犌狉犲犲狀犜狉犲犲犅狉犪狀犮犺犲狊犪狀犱犜犲狀

犱狉犻犾狊犪犾犾犫狔狋犺犲犿狊犲犾狏犲狊．犃狋狋犺犲狊犪犿犲

狋犻犿犲，犻狋狑犪狊狊犲犾犲犮狋犲犱犪狊狋犺犲犾犻犫狉犪狉狔
犿犪狊犮狅狋犮狅犾犾犲犮狋犻狅狀犪狀犱狆犾犪犮犲犱犻狀犮犻狉犮狌

犾犪狋犻狅狀．犜犺犲犫狅狅犽犲狀犮狅狌狉犪犵犲狊狊狋狌犱犲狀狋

犻狀狋犲狉犲狊狋犻狀狉犲犪犱犻狀犵犪狀犱狑狉犻狋犻狀犵，犪狀犱

犿犪犽犲狊狉犲犪犱犻狀犵犫犲犮狅犿犲“狉犲犪犱犻狀犵犳狅狉

狆犾犲犪狊狌狉犲．”犐狋犻狊犪犾狊狅犲狀狉犻犮犺犲犱狋犺犲犾犻

犫狉犪狉狔犮狅犾犾犲犮狋犻狅狀．犜犺犲‘犫狅狅犽犮狅狉狀犲狉狊’

犮犪狀犫犲犮狅犿犲犪犮犺犪狉犪犮狋犲狉犻狊狋犻犮犮狅犾犾犲犮狋犻狅狀

狊狆犪犮犲狀狅狋狅狀犾狔狑犻狋犺狋犺犲犫狅狅犽狊犳狉狅犿

狋犺犲狊犺犲犾狏犲狊犫狌狋犪犾狊狅狑犻狋犺狋犺犲犫狅狅犽狊

犲犱犻狋犲犱犫狔狋犺犲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犪犳狋犲狉狔犲犪狉狊狅犳

犲犳犳狅狉狋．犜犺狉狅狌犵犺狋犺犲犮狅狅狆犲狉犪狋犻狅狀犫犲

狋狑犲犲狀狋犲犪犮犺犲狉狊犪狀犱狋犺犲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狋犺犲狔
狑狅狌犾犱狀狅狋狅狀犾狔犺犲犾狆狋犺犲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狋狅

犻犿狆狉狅狏犲狋犺犲犾犲狏犲犾狅犳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犾犻狋

犲狉犪犮狔，犫狌狋犪犾狊狅犺犲犾狆狋犺犲犫狅狅犽犮狅狉狀犲狉

犲狀狉犻犮犺犻狋狊犮狅犾犾犲犮狋犻狅狀．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犪犫犻犾犻狋狔犮狅狀狊狋狉狌犮狋犻狅狀，犮犺犪狉

犪犮狋犲狉犻狊狋犻犮犾犻犫狉犪狉狔，狉犲犪犱犻狀犵犪犮狋犻狏犻狋狔，

狋犺犲狆犾犲犪狊犪狀狋狉犲犪犱犻狀犵

里得以改变，学生的信息交流能力在这里得以提高。学生

在图书室自由的阅读，他们通过策划、编辑、设计，最终印

制成校编图书《青树翠蔓》，该书能在全体师生、社区民众

之中通过图书室的流通，那将会让学生获得最大的愉悦，

由“阅读”变成“悦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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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室展示着人类文明的成果，校内外教育资源的交

融，信息的共享，使图书室形成一个强大的文化网络交流

系统，学生在这里体验社会文化，感应社会变迁，体味省视

自己，并从中来改变自己，提升自己。但是教师是学生改

变和发展的引导者、组织者、参与者与合作者，更是学生课

外阅读的“导航员”，只有培养起学生课外阅读的兴趣，才

能让学生的能力得到提升，结合我校图书室开展班级图书

角的经验，我们是这样做的：

１．１　因人而异，适当推荐。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给

学生推荐切合他们认知规律的阅读材料，加强对学生课外

阅读的指导，不断提高课外阅读的文化品位。如对爱好科

学研究的同学推荐《十万个为什么》，对喜欢写作的同学推

荐《小练笔》等。

１．２　课内课外，有机结合。古人言“读万卷书，行万

里路”，要做到“读万卷书”就必须充分利用图书室。图书

室在完善学生文化结构、提高学生人文素养方面有着积极

的、无可替代的作用。例如让学生读课外读物，读什么可

以不做具体规定，学生可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到图书室

去借阅。或者根据课本的内容，让学生阅读与文相辅的

读物。这样，将课堂教学与学生的课外阅读结合起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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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于学生知识面的扩展，更有益于学生对各学科体系的整合，让学生课内与课外有机

结合。

１．３　转变方式，综合服务。图书室的导航作用还体现在工作方式上，由单一的借阅

型向综合创新服务方式的转变，可以提高图书的利用率。过去图书室被动的服务模式转

变为主动送书进教室模式服务。这样可以缩短图书流通的距离，方便广大师生，激发师

生利用图书室的欲望，让图书室资源得以充分利用。

如：结合学校课程改革的实际，根据不同学科、不同年级课程的需求，对室藏文献资

料和信息进行优化整合，为学校教师提供不同的“菜单”，供他们选择使用；结合国家课

程、地方课程和学校课程的不同要求，以及学生个人兴趣爱好和课外阅读的需求，采用多

种形式，有效地提供各种学生喜闻乐见、丰富多彩的学习活动的相关书籍。以丰富和拓

展学生对课程内容的理解，进一步激发学生阅读与学习热情。

１．４　创新图书的流通管理，热心为读者服务。首先，要建设好一支班级学生图书

管理员队伍（青树志愿者），让他们了解图书分类法以及图书按序排架等知识，使用好、

爱护好学校图书资料。同时要求学生图书管理员负责好图书角服务工作，并维持好班

级借还书的秩序。其次，学校图书室要根据实际情况拟定各班借阅时间安排表，学生按

规定在课余时间，有组织地进入图书室书库全开架借阅。或者根据需要，进行资料等查

寻等。

通过图书进教室以后，在班主任、语文老师和图书管理员，青树志愿者的指导下，激

发学生读书兴趣，在全班、全校掀起一个读书热潮。学生看着自己喜欢的书，边读书边做

读书笔记，写读后感等，把自己的心灵真实的流露出来。通过不停的读和写，在不知不觉

中增加了知识，提高了写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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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阅读兴趣培养起来了，但要长久的保持下去，使阅读成为真正的“悦读”，必须要

有一个长久的激励机制。这个机制要能被初中、高中学生接受，并且还要符合他们年龄

段的特征，还要对他们的学习和能力的提高有所帮助。我校图书室推出校编图书《青树

翠蔓》这个活动的开展，还是学生需要与学校特色图书室需要的最佳结合点。具体的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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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如下：

２．１　学校图书室根据学生和教师的需要，在每班的图书角每两个月存放图书２００

本，具体由各班的青树志愿者管理，实行全天开放，包括星期六和星期天，这样做能缩短

图书的流通距离，更加直接的将书送到学生手里。

２．２　每个星期语文教师将用一节课来做课外阅读课，在阅读的过程中，逐步教会学

生读书方法，做读书笔记，做摘录，写心得体会，评论，作文等。学生在动手过程中，获得

了知识，提高了素养，提升了能力，使学生“得法于课内，得益于课外”有力的补充了课内

狭窄的获知渠道。

２．３　每个学期结束，学校组织教师和学生将学生一学期以来做到读书笔记、阅读摘

录、心得体会、评论、作文等进行分类，由学生（青树志愿者）进行评选。将评选出优秀的

作品，由学生自己策划、编辑、设计，印制成校编图书《青树翠蔓》。

２．４　学校统一将学生自己编制的《青树翠蔓》存放于学校的图书馆内，然后由图书

室根据实情，对其进行编辑、登记、打码、上架、流通，使《青树翠蔓》成为图书室的一个特

色馆藏。

学生们看见自己的作品，自己亲手书写的读书笔记，被装帧成一册册崭新的书，放在

图书室里，和优秀名著，图书放在一个书架上，享受同等的待遇，那将是多大的一种喜悦

和激励，有了这种喜悦和激励以后，学生产生的动力将是无限的，由开初带着任务的“阅

读”变成了积极主动的“悦读”。图书室的馆藏逐年增加的不仅是学校出钱购买的铅字

书，更还有了学生亲手书写的书，多年的坚持，那将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图书室。我校校

编图书《青树翠蔓》活动开展以来，充分实践证明了提高学生能力和丰富特色图书室建设

的“悦读”是双赢的。

书以热爱世界的胸怀来启迪智慧，书以宁静致远的情感来陶冶心灵，学生尽情“悦

读”，用勤奋开启知识之门，用情爱开启心灵之门，用诚信开启道德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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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奇鹏，男，汉族，１９７３年１２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高中语文一级教师，云南省优秀教师。云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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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中学教书，２００３年至今全面负责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同时负责学校的青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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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指导也有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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çèé在知识信息飞速发展的时
代，阅读依然是人们获取各种信

息的重要途径。许多学校图书室

阅读者寥寥无几。语文教师们感

叹学生没有阅读积累，家长们却

发现自己的孩子最钟情的还是电

视、电脑和手机，最愿意捧在手里

的是地摊书籍。

为此，本文立足于如何科学合

理而极具人文性地指导学生有效

阅读、高效阅读，侧重在如何突破

图书室阅读瓶颈，实现图书阅读的

价值，注重发挥图书管理员的职能

作用，带领学生积极主动阅读，希

望得到大家的指导和补充。

êëìé图书阅读，图书管理，阅
读指导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犚犲犪犱犻狀犵犮狅狀狋犻狀狌犲狊狋狅犫犲狋犺犲

犽犲狔犿犲狋犺狅犱犳狅狉狆犲狅狆犾犲狋狅狊狋犪狔犮狌狉狉犲狀狋

犻狀犪狋犻犿犲狅犳狌狀狆狉犲犮犲狀犱犲狀狋犲犱犵狉狅狑狋犺

犻狀犽狀狅狑犾犲犱犵犲犪狀犱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犉犲狑

狉犲犪犱犲狉狊犪狉犲犾犲犳狋犻狀犿犪狀狔狅犳狋犺犲狊犮犺狅狅犾

犾犻犫狉犪狉犻犲狊．犜犺犲犆犺犻狀犲狊犲狋犲犪犮犺犲狉狊犮狅犿

狆犾犪犻狀狋犺犪狋狋犺犲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犺犪狏犲狀狅狋犱犲狏犲犾

狅狆犲犱犪犺犪犫犻狋狅犳狉犲犪犱犻狀犵；犪狋狋犺犲狊犪犿犲

　　在知识信息飞速发展的时代，在我国新课程改革正在

全国各地全面铺开的时代，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人们

早已经不满足于一卷在手，天马行空；也不愿意局限于教

室、阅览室和图书室。当电视、电脑、犕犘３、复读机、学习机

和手机等普及到城乡的各家各户，阅读依然是人们获取各

种信息的重要途径。

而在一些经济和文化不很发达的地区，政府部门的文

化馆早已经变得门可罗雀，许多学校图书室阅读者寥寥无

几，图书管理员成为学校里最闲得慌的工作人员。

语文教师们面对学生习作中苍白无力的文字，空洞无

物的内容和缭乱不堪的字迹，感叹学生没有阅读积累。

家长们却发现自己的孩子最钟情的还是电视、电脑和

手机，最愿意捧在手里的是市场上畅销无比的《幽默小

品》、《绘心绘意》、《灌篮》、《少男少女》、《老夫子》等等。从

什么时候起，我们一度奉为经典的名著佳作被孩子们束之

高阁？

毫无疑问，学生们已经陷入一个获取知识信息的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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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狋犻犿犲，狋犺犲狆犪狉犲狀狋狊犳犻狀犱狋犺犪狋狋犺犲

犮犺犻犾犱狉犲狀犳犪狏狅狉犜犞，犮狅犿狆狌狋犲狉狊犪狀犱

犮犲犾犾狆犺狅狀犲狊，犪狀犱狉犲犪犱犻狀犵犫狅狅犽狊

犳狉狅犿狋犺犲犫狅狅犽狊狋犪犾犾狊狅狀狋犺犲狊狋狉犲犲狋狊．

犜犺犻狊犪狉狋犻犮犾犲犳狅犮狌狊犲狊狅狀犺狅狑狋狅犵狌犻犱犲

狋犺犲狊狋狌犱犲狀狋狋狅狉犲犪犱犿狅狉犲犲犳犳犲犮狋犻狏犲

犾狔犻狀狋犺犲狊犮犻犲狀犮犲狌狊犻狀犵狋犺犲‘犉狌犾犾狅犳

犎狌犿犪狀犻狋犻犲狊’犿犲狋犺狅犱狋狅 犿犪犽犲犪

犫狉犲犪犽狋犺狉狅狌犵犺犻狀狋犺犲犾犻犫狉犪狉狔狉犲犪犱犻狀犵

犫狅狋狋犾犲狀犲犮犽犪狀犱犪犮犺犻犲狏犲犲狓犮犲犾犾犲狀犮犲

犻狀狉犲犪犱犻狀犵．犐狋犮狅狀犮犲狀狋狉犪狋犲狊狅狀犺狅狑

狋犺犲犾犻犫狉犪狉犻犪狀犮犪狀狆犾犪狔犪狀犻犿狆狅狉狋犪狀狋

狉狅犾犲犵狌犻犱犻狀犵狋犺犲狊狋狌犱犲狀狋狋狅犪犮狋犻狏犲

犪狀犱狆狅狊犻狋犻狏犲狉犲犪犱犻狀犵．犜犺犲犪狌狋犺狅狉

犺狅狆犲狊狋狅犵犲狋犿狅狉犲犪犱狏犻犮犲犪狀犱狊狌犵

犵犲狊狋犻狅狀狊．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犾犻犫狉犪狉狔狉犲犪犱犻狀犵，犾犻犫狉犪狉狔
犿犪狀犪犵犲犿犲狀狋，狉犲犪犱犻狀犵犵狌犻犱犪狀犮犲

圈：你要我读的，我偏不爱；你越禁止的，我越好奇。

为此，本文立足于如何科学合理而极具人文性地指导

学生有效阅读、高效阅读，尤其侧重在如何突破图书室阅

读瓶颈，实现图书阅读的价值，注重发挥图书管理员的职

能作用，调动其积极性配合学校教育教学工作，带领学生

积极主动参与到阅读的正轨上来，同时，也将我们的设想

和一些做法进行整合，希望得到大家的指导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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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程标准对学生阅读有明确规定“在理解课文的基

础上，提倡多角度，有创意的阅读，利用阅读期待、阅读反

思和批判等环节，拓展思维空间，提高阅读质量。但要防

止逐字逐句分析和远离文本的过度发挥。”甚至在数量上

也有明确要求，即中学生阅读不少于１５０万字。

而有效的阅读指导则能够培养学生语感能力，提升学

生阅读速度，增强学生对语言文字的理解，从而有效地培

养学生语言表达能力。

如果教师们不能科学合理而人文性地指导好学生阅

读，不要说学生疏于读书，就是有学生想要阅读，也会陷入

盲目的泥沼。非但不能做到开卷有益，反而是开卷有害了。

相反，指导好学生阅读，就能够避免学生受到不良信息的误

导和影响，从而伤害学生身心健康，甚至于危及学生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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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同志以为，指导学生阅读是语文教师的责任，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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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语文教师最权威。实际上，学校教师的确是学生阅读指导的权威人士，学校也真正是

学生们阅读的主要阵地。但是，学生们生活的关键场所———家庭，同样不可忽视。每一

位留心孩子成长的教师都会懂得，很多学生在家里阅读几乎不会受多少控制，特别是文

化教育相对落后的农村，家长看见孩子看书，总觉得是件好事，赞扬还来不及，怎么会制

止呢？当然我们也不能不关注社会环境对学生阅读的影响。武侠、言情、凶杀、暴力、盗

抢、邪教、迷信以及色情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都会见缝插针，无孔不入，腐蚀学生心灵，

诱惑学生犯罪，甚至误导学生践踏生命。

所以，在学生阅读指导这一块，无论是学校，是社会，还是家庭，我们每一个人都肩负

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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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百姓有句话“从小看大”，虽然在今天看来有些偏激，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它从另一

个侧面反映一个人成长是有规律可以遵循的。

我们想要教育好学生，就要懂得学生成长中的身心的需求，尊重孩子，依从孩子的兴

趣，有针对性地抓好学生习惯养成教育。

孩子喜欢玩具，喜欢游戏，喜欢电影电视中有声有色有动感的内容，喜欢打斗，喜欢

交际，喜欢体育等等。教育者只要了解到这些，就可以有计划地指导好学生阅读，有选择

性地将学生的阅读与游戏结合起来，将学生的阅读与知识的渗透、道德的引领和审美熏

陶有机结合。

例如，我校语文组教师和图书室管理人员配合，将阅读课堂设在图书室，将阅读考察

通过竞赛的方式和学生讲座的形式完成，也将手抄报比赛和课本剧大赛作为引领学生阅

读的重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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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教师都有一个共识：学生几乎没有时间阅读。从早读、正课、课外活动到晚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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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学生们仅仅剩下吃饭和睡觉的时间了。别说家长心疼孩子，就是教师们也深深意识

到，如果再给学生增加学习负担，于心不忍，于情相悖。

我们借鉴领跑全国课堂教育改革模式的山东昌乐二中的方式，将阅读课当成学生的

主课，这在我最早工作的学校黄平旧州中学已经不是新鲜做法，因为１９９０年以前，那所学

校就已经开设有“读报课”，每个班级订有专门的《导读报》，学校每周定期在内部刊印学

校周报，交流师生教育学习体会，反馈师生一周表现。

而我作为语文教师的具体做法是有计划地利用早读和晚自习时间给学生推荐古今

中外的有益于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文章，告诉学生们我的阅读体会，让他们也充分发表

自己的阅读见解，我所耗费的时间只是在我自己看管的时间范围，用时不多，收效却很

大。这可以从我连续获黔东南州语文高考教学质量一等奖，学生参加作文大赛和演讲比

赛均多次拿到一等奖之中得到证明。

由于不少学生存在个体差异，我们的阅读指导是先了解学生需求，再结合我校的教

育需求实际开展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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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都存在惰性，何况只是孩子。阅读指导，可以借助于伟人名家引领学生成为有追

求、有信仰、有榜样的学习者。钱钟书痴迷于阅读，将清华大学图书室的书籍读遍，著书

立说，却从不张扬；毛泽东庐山上休整期间阅读图书２００多册，哪里只是枪杆子里面出政

权？那一首首词岂不是豪气冲天？那一篇篇政论莫不是精辟透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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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语云“不依规矩不成方圆”，学生的阅读指导也应该有明确的制度和相应的考核

办法。

在我校，图书室管理人员就是学校教务处工作人员之一，他们的职责之一就是给学

生们推荐中外读物，吸引学生阅读兴趣，还有就是如实登记好学生阅读的书籍，阅读的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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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一周上报一次政教处，纳入学生及相应班级的量化考核。这种做法不但激起学生竞

争意识，增强学生集体荣誉感和凝聚力，也带动一部分班主任积极主动要求学生参与到

图书阅读中来。毫无疑问，这就是突破图书室阅读的瓶颈最有效的办法之一。

'! |}��BUMº»©¼3½¾¿¶À¯ÁÂ

山东昌乐二中在学生阅读检查上一个最好的办法就是评出一周阅读之星，一月的阅

读之星，一学年的阅读之星，分别给予个人和班级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奖励。

我校在这方面也是借鉴他们的经验，在这里给大家一并交流。

总之，阅读指导在当下尤为重要，但每个学校的每个教师的阅读指导都会有所不同，

方法可以有千万种不同，我们的目的却是一样的。为了一切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我们

永不放弃。在改革与创新的呼唤声中，我们的主张依然是“百花齐放”“求同存异”。

í[îï

　　王淑珍，女，汉族，贵州省黄平县人，毕业于贵州省教育学院，中文本科学历，１９６８年５月出生，中共

党员，１９９０年７月参加工作，现就职于贵州省黔东南州振华民族中学，先后担任学校政教处主任、总务

处主任、办公室主任，现任学校教科处主任，中学语文高级教师，黔东南州凯里市首批骨干教师，多次获

州级语文高考教学质量一等奖，有多篇论文在各级各类刊物上发表，出版有散文集《原上草》。

通讯地址：贵州省黔东南州振华民族中学（邮政编码：５５６０００）

电子邮箱：犺犘狑犪狀犵狊狕＠１２６．犮狅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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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营利组织援建我国农村图书馆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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çèé本文主要对非营利组织援
建我国农村图书馆的活动进行了

系统的梳理和总结，介绍了国内

外非营利组织援助我国农村图书

馆建设的概况，总结了非营利组

织援建图书馆的主要模式和社会

效益，就如何鼓励非营利组织参

助图书馆建设给出了相关建议。

êëìé非营利组织，农村图书
馆，捐赠，慈善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犅犪狊犲犱狅狀犪狀狅狏犲狉狏犻犲狑狅犳

犱狅犿犲狊狋犻犮 犪狀犱 狅狏犲狉狊犲犪狊 犖狅狀犘狉狅犳犻狋

犗狉犵犪狀犻狕犪狋犻狅狀狊犻狀狏狅犾狏犲犿犲狀狋犻狀狋犺犲犱犲

狏犲犾狅狆犿犲狀狋狅犳犆犺犻狀犪狊狉狌狉犪犾犾犻犫狉犪狉犻犲狊，

犪犱犲狋犪犻犾犲犱犪狀犪犾狔狊犻狊狅犳犿犪犼狅狉犿狅犱犲犾狊

犪狀犱狉犲犾犪狋犲犱狊狅犮犻犪犾犲犳犳犲犮狋狊狑犪狊犿犪犱犲．

犉犻狀犪犾犾狔狊狅犿犲狊狌犵犵犲狊狋犻狅狀狊犪犫狅狌狋犺狅狑狋狅

犲狀犮狅狌狉犪犵犲 犪狀犱 狆狉狅犿狆狋 犖狅狀犘狉狅犳犻狋

犗狉犵犪狀犻狕犪狋犻狅狀狊犻狀狏狅犾狏犲犿犲狀狋狑犲狉犲狆狌狋

犳狅狉狑犪狉犱．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狀狅狀狆狉狅犳犻狋狅狉犵犪狀犻狕犪狋犻狅狀，

狉狌狉犪犾犾犻犫狉犪狉狔，犱狅狀犪狋犻狅狀，狆犺犻犾犪狀狋犺狉狅狆狔

!! lm

图书馆属于公益性社会机构，是一种公众获取知识与

信息的制度保障。图书馆主要依靠国家财政支持其建设

和日常运转，但同时社会力量也是支撑图书馆事业发展的

重要力量，其作用不应被低估甚至忽视。在援助图书馆的

社会力量中，非营利组织是一个重要而有特色的组成部

分。非营利组织（犖狅狀犘狉狅犳犻狋犗狉犵犪狀犻狕犪狋犻狅狀，简称犖犘犗），又

称为“非政府组织”（犖狅狀犌狅狏犲狉狀犿犲狀狋犪犾犗狉犵犪狀犻狕犪狋犻狅狀，简

称犖犌犗）、“公民社会组织”（犆犻狏犻犾犛狅犮犻犲狋狔犗狉犵犪狀犻狕犪狋犻狅狀）、

“第三部门”（犜犺犻狉犱犛犲犮狋狅狉）等，是对政府部门和以营利为

目的的企业之外的一切社会组织的统称，［１］即凡是具有组

织性、非政府性、非营利性、自治性和志愿性五个方面特性

的社会组织都可以被看作是非营利组织。［２］援建图书馆的

非营利组织大部分走面向基层的路线，向贫困农村地区的

居民和学校提供援助，对我国薄弱的农村图书馆的发展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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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了很多有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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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中所指的农村图书馆，是指主要以农民及其子女为服务对象的图书馆，包括农

村社区图书馆、农村学校图书馆、城市打工子弟学校图书馆、农民工图书馆等。非营利组

织对农村图书馆的援建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就已经开始，如美国科技教育协会１９８７年开

始进行“认助乡镇公共图书馆”、“认助乡村学校图书室”项目。为了展示非营利组织对图

书馆所进行的捐助工作，笔者通过学术文章、媒体报道、网络搜索以及与非营利组织图书

项目负责人直接联系等方式，搜集了５１个非营利组织对农村图书馆进行援助的事例。

（本报告因以５１家犖犌犗的数据为来源，且由于资料获取困难，２０１１年数据仅包含１０个

犖犌犗的信息，此外有小部分农村图书馆（室）的援建先后有多个犖犌犗参与，因犖犌犗的各

自统计会造成小部分数据有重叠，尽管统计时尽力避免重复计算，但也难免无误。受这

两种因素的制约，本报告统计数据只是个约数。）

表１　援建图书馆的犖犌犗

序号 名　　　称
成立

时间

成立

地区

１ 爱心传递慈善基金会 ２００６ 美国

２ 爱德基金会 １９８５ 大陆

３ 安徽华益助弱服务中心 ２００５ 大陆

４ 北京桂馨慈善基金会 ２００８ 大陆

５ 北京捐书助学网 ２００５ 大陆

６ 北京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 ２００１ 大陆

７ 北京市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 ２００３ 大陆

８ 北京天下溪教育咨询中心 ２００３ 大陆

９ 陈一心家族基金会 ２００３ 香港

１０ 担当者行动 ２００４ 大陆

１１ 多背一公斤 ２００４ 大陆

１２ 麦田教育基金会（麦田计划） ２００５ 大陆

序号 名　　　称
成立

时间

成立

地区

１３ 贵州人公益行动网络 ２００３ 大陆

１４ 贵州阳光志愿者之家 ２００５ 大陆

１５ 国际计划 １９３７ 英国

１６ 海外中国教育基金会（犗犆犈犉） １９９２ 美国

１７ 箭牌中国教育基金会 ２００３ 大陆

１８ 芥菜种公益 ２０１０ 大陆

１９ 蓝天助学网 ２００６ 大陆

２０ 乐助会 ２００４ 大陆

２１ 立人乡村图书馆 ２００７ 大陆

２２ 浏阳市爱心助学行动协会 ２００４ 大陆

２３ 美国加州健华社 １９７１ 美国

２４ 美国科技教育协会 １９８０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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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名　　　称
成立

时间

成立

地区

２５ 美国青树教育基金会 ２００１ 美国

２６ 美国欣欣教育基金会 １９９７ 美国

２７ 梦想行动国际 ２００４ 美国

２８ 青海格桑花教育救助会 ２００５ 大陆

２９ 山魂公益 ２００３ 大陆

３０ 陕西纯山教育基金会 ２００６ 大陆

３１ 上海启明书社 ２００５ 大陆

３２ 上海微笑青年公益服务中心 ２００３ 大陆

３３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 ２００８ 大陆

３４ 圣诺亚爱心公益社团 ２００７ 大陆

３５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 ２００６ 大陆

３６ 田家炳基金会 １９８２ 香港

３７ 我们的自由天空 ２００６ 大陆

３８ 希望书库基金会 １９９５ 大陆

序号 名　　　称
成立

时间

成立

地区

３９ 乡村教育促进会 ２００５ 美国

４０ 心平公益基金会 ２００８ 大陆

４１ 新公民之友美味书斋阅读推广中心 ２０１０ 大陆

４２ 新华财经图书馆基金会 ２００５ 大陆

４３ 一个村小 ２００８ 大陆

４４ 一公斤捐书网 ２０１０ 大陆

４５ 浙江省新华爱心教育基金会 ２００７ 大陆

４６ 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 １９８１ 大陆

４７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 １９９４ 大陆

４８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１９８９ 大陆

４９ 中华文学基金会 １９８６ 大陆

５０ 烛光图书馆 ２００７ 大陆

５１ 滋根基金会 １９８８ 美国

　　非营利组织援建的农村图书馆中以学校图书馆居多，有４７家非营利组织为农村学校

图书馆提供捐助，１５家非营利组织捐助打工子弟学校图书馆（参见表２）。另外，在“汶川

地震”和“玉树地震”发生后，有１２家非营利组织在地震灾区进行了农村图书馆的援建

活动。

表２　非营利组织援建农村图书馆类型分布

图书馆类型
农村学校图书馆

（室）

农村社区图书馆

（室）

打工子弟学校

图书馆（室）

农民工图书馆

（室）

非营利组织数量 ４７ １７ １５ ４

　　非营利组织援建农村图书馆的地区主要集中在中西部省区，包括贵州、四川、甘肃、

安徽、云南、陕西、湖北、河南、广西、湖南、青海等，其中在贵州、四川、甘肃、安徽、云南进

行农村图书馆援建活动的非营利组织超过２０家。另外，由于北京的农民工较多，在有近

２０家非营利组织北京进行打工子弟学校图书馆的援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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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营利组织独立建馆办馆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自办图书馆同时对其实施监管，

一种是自办图书馆并由完全自管。

爱心传递慈善基金会（犘犪狊狊犔狅狏犲犆犺犪狉犻狋狔犉狅狌狀犱犪狋犻狅狀）在国内推广的爱心传递项目

（犘犪狊狊犔狅狏犲犘狉狅犼犲犮狋，缩写为犘犔犘）“蒲公英乡村图书馆”就属于前一种，建立起来的图书馆

委托当地小学教师进行日常管理。［３］２００７年由李英强等人发起的“立人乡村图书馆”则属

于自办图书馆并自管的类型。每一个“立人乡村图书馆”都成立一个由本地主要捐资者

和乡村教师代表、乡绅代表组成的理事会，让他们充分参与图书馆的建设，激活本地资源

用于图书馆的长期发展。这图书馆的日常管理者皆由志愿者担任，管理者不定期地组织

一些学者、企业家、优秀教师做访问学者来图书馆演讲。［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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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华图书馆联盟是运作时间最长、最成功的海外基金资助项目，其援助模式即供资

金委托政府办馆，借助于健华社的捐款作为建立乡镇图书馆的原始动力，并由当地政府

继续拨款作为图书馆发展的后续保障。健华图书馆建立的基本程序是：根据健华社的四

个建馆基本条件，先由联络代表选定合适的乡镇，经健华社同意，并与当地政府签署协议

后，即以每馆总资助金额５０００美金，分３年拨给。通过连续三年资助，在健华图书馆具

有一定的规模并取得办馆经验后，由当地政府继续负责拨给书刊经费，使图书馆永久地

办下去。［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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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非营利组织向图书馆捐赠资金、书籍、设备，以帮助图书馆管理活动的开展。这

种模式的特点是，捐助组织只提供物资，并不涉及图书馆具体的运营管理中。

非营利组织向图书馆的实物捐赠以书刊为主，据不完全统计，截至２０１１年底已为农

村图书馆捐赠书刊近５０００万本。书籍是图书馆的主要构成部分，这些捐赠的书刊充实

了图书馆的馆藏，甚至成为很多图书馆或图书室书籍的主要来源，一部分农村图书室就

是在捐赠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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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和书刊的捐赠是主要的方面，但很多非营利组织并不满足于仅仅使图书馆中有

书，他们更关注图书馆怎样发挥作用，怎样可持续发展，因此一些组织的捐助内容超出了

物资捐赠的范畴，与受助方合作建立和运营图书馆。非营利组织与当地通过合作项目共

同办馆时，通常由非营利组织提供资金、文献、培训等资源的支持，当地提供场地、人员、

管理等方面的资源配合。与捐献物资助馆模式不同的是，非营利组织会涉及图书馆的具

体运营管理中，同时为援建图书馆的图书馆管理人员提供培训。

除了与受助方合作建立与运营图书馆外，非营利组织之间也相互合作共建图书馆。

例如心平基金会与民间公益组织展开合作捐助和监管图书室项目，目前已发展了６６家公

益合作伙伴；［６］欣欣教育基金会馆利用青树教育基金会建成的中心图书馆的软件、管理

方式、以及图书管理员的训练，在农村学校建立卫星图书室。［７］“一公斤捐书网”为其他

犖犌犗建立起来的农村图书馆提供图书馆管理软件等等。［８］

$! ÃÄÅÆÇÏÈËÌ<=>3ÐÑ¼Ò

Y:#&j23òe¶Q"-·¸¹º
中国内地图书馆事业的现状是城乡差距大，东西发展不平衡，农村图书馆成为我国

图书馆事业建设中的薄弱环节。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图书馆事业发展的重点之一就是普

及农村图书馆。目前国家财政支持的公共图书馆体系仅覆盖到县级，在政府建立农村图

书馆（室）的过程中，文化部组织的“知识工程”、“三下乡”等，仅是非常规性的经费和物质

支持，不具备广泛性和定期性，不利于稳定，广阔的乡村地区图书馆要依靠民间力量从多

层次、多渠道地补充。本文调研的５１个非营利组织截至２０１１年底已在全国新建２６０００

余个图书馆，捐赠书刊近５０００万本，捐赠资金２９０６５余万元（注：通常犖犌犗向农村图

书馆捐赠的物资包括书刊、资金、设备等，此处统计的资金量主要由直接捐赠的资金和

捐献的设备折算成的资金组成，不包括为农村图书馆购买书刊的资金（有部分犖犌犗捐

赠的书刊折算成资金量计入此数据中，未计算在捐赠的书刊数量内，以避免重复计算。

犖犌犗捐赠的资金以美元为单位的，按捐赠当年１２月份汇率换算成人民币）），提供志愿

者服务超过２万人次（由于资料获取的局限性，实际数量应更多）。非营利组织向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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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的中小学或乡村社区、城市中农民工集中地区或打工子弟学校捐赠图书或帮助其

建立图书馆，为内地图书馆事业发展的薄弱地区带来了资源、设备、理念和管理方法，可

以改善公共文化事业投入不足的状况，起到较好的“补缺”作用，为早日普及农村图书馆

做出贡献。

Y:!&wd²4#$%]c»"-
近年来，国家为解决社会基层文化公共物品供给不足与分配不公的严重问题，加大

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然而，农村基层的情况千差万别，基层农民对文化知识和

信息的需求也多种多样，政府办农村图书馆时往往只注重“均等化”，而非营利组织参助

图书馆建设时讲求成效、贴近实际、方式灵活，他们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务是因地制宜的。

非营利组织拥有大量的来自社会的志愿性、无偿性的公益或共益资源，他们有发展图书

馆的主动愿望与现实计划，在捐建图书馆过程中十分注重借助各方的力量，尤其是重视

与受助方的互动，通过各种方式激励当地居民和学生、教师参与到图书馆的建立与管理

中来，培养图书馆发展的内生力量。这种“自下而上”的方式使图书馆的服务能够更加贴

近现实，真正反映用户的意愿，可以灵活地满足不同群体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切实需求和

提高图书馆的使用率，维持农村图书馆的可持续发展，更好地向社会提供各种形式的公

益服务。

Y:X&¼½+¾®¿HIÀªT@ÁÂ348
非营利组织对乡村地区图书馆的支援，是为了向乡村居民提供获取知识的途径，启

迪民智。农村图书馆（室）是最基层、最贴近农民的公共文化场所，它面向农村免费或以

极低的费用来服务于社会大众，为他们提供文化和信息资源，传播科学、文化，有效地提

升这些欠发达地区人群的信息素养，为加速这些地区的教育、社会、经济、文化发展

助力。

非营利组织在乡村捐助图书馆的行动，不仅仅是为了建设一个简单的看书、借书、还

书的场所，更重要的是通过图书馆这一文化基础设施拓展服务，实现帮助乡村居民自我

成长，从而推动乡村社区发展的长远目标。以“立人乡村图书馆”为例，他们的长期愿景

是图书馆建立起来以后，在此基础上可以扩展和延伸其他功能，包括乡村服务与发展、乡

村教育改革、文化传播与交流等方面。这一切行动都将通过图书馆所形成的稳固社群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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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起来，扩散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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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激励积极参与图书馆事业建设的非营利组织，重视其在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的

独特作用，积极推动其发展，是促进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有效途径。

Z:#&j©Fª«¬±4#$%FGHI]Ã¡ÄÅ
非营利组织既能发挥类似政府的公益性，又具有类似市场主体的灵活性，同时还能

避免政府行政管理的滞后性和市场的逐利性，有效地弥补政府和市场在提供公共文化服

务方面的不足。［９］为了有效地倡导和鼓励非营利组织参与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国家与政

府要在法律、法规方面给予肯定和支持，为非营利组织参与图书馆建设营造良好的政策

环境，引导扶持非营利组织建设，制定、落实有关公益性文化捐赠的减免税方面的法规

政策。

Z:!&ÃÆG©Fª«¬].í
农村的人口密度、区域发展差异大，而非营利组织提供的图书馆服务贴近基层、因地

制宜、灵活地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侧重于“民办”可以以较低的成本获取更多的收益。

但是非营利组织的人力物力毕竟有限，无法大规模地在全国铺开图书馆建设，即便是已

经建立起来的图书馆也难以做到长期的捐赠和投入，而图书馆作为一种公共文化信息资

源的提供者，需要长期的固定的投入，这就需要政府给予帮助。

Z:!:#&.nª ÃÆòe�O]23

近年来，中央政府开始重视农村图书馆发展。１９９４年文化部等启动的“万村书库”工

程，１９９７年中宣部等９部委发起的“知识工程”，２００２年的“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２００３

年文化部与财政部的“送书下乡工程”、２００７年新闻出版总署等八部委实施的“农家书屋”

工程等等，为非营利组织在农村的图书馆建设活动提供了发展契机。政府的这些文化工

程可以与非营利组织建设的图书馆合作进行有效整合，即为其提供了更多的资源补充，

也有利于这些行政资源更加充分地得以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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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合作模式”中，典型的情形是由政府提供资金，由非营利组

织提供服务，［１０］这样做的好处是，政府承担的公益领域虽然不断扩大，而有关的行政机

构、人员和开支却未成比例地增长。［１１］减免税收鼓励私人捐赠实际上等于间接的政府补

助，政府直接出资也是购买服务的一种方式。美国霍布金斯大学在４２个国家进行的非营

利组织国际比较研究项目结果显示，非营利组织的平均收入来源结构为：服务收费４９％、

政府资助４０％和慈善所得１１％。［１２］日本发展图书馆的措施中也有这种经验，如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一些地方政府开始实行“公立图书馆的委托经营”，将图书馆的人员费用改换为

“委托费”，交由民间组织机构经营，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民间力量发展图书馆的活

力。［１３］笔者认为，政府可以对一些建设图书馆项目比较成功的非营利组织进行考察评

估，出资继续支持这些非营利组织继续进行农村图书馆建设。非营利组织建设农村图书

馆时，地方政府提供配套资金、场地或人力，是购买服务的另一种有效方式，这不仅可以

减轻非营利组织的压力，也能增强地方政府的责任感。

Z:!:X&ÃÆÉm©Fª«¬4s]23#$%

非营利组织建立的农村图书馆在一定时期后可由政府接管。英国讨论公益问题的

拿但（犖犪狋犺犪狀）委员会主席、英国著名律师与议会法学家拿但认为作为民间力量的志愿组

织不但可以作为压力团体对国家构成“刺激、抑制和批判”，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帮国家的

忙：“志愿部门不像政府衙门，它有自由去进行实验，能成为开创性的先锋，而国家可以接

着干———如果这种开创被证明有益的话。”［１４］很多非营利组织在开展农村图书馆项目时

都表示，并不追求要建多少个图书馆，更重要的是把每一个已经建立起来的图书馆做好，

探索出好的模式。当非营利组织把一个图书馆做好之后，政府可以投资支持其继续做其

他的图书馆，也可以在非营利组织所建立的图书馆走上正轨，图书馆用户形成阅读习惯

与阅读氛围之后，由政府继续办，纳入公共图书馆体系，这也是使这些图书馆取得长足发

展的有效途径。

Z:X&#$%Ê~�/@©Fª«¬®%
一些非营利组织（尤其是国外的非营利组织）善于借助图书馆行业力量来办馆，使其

办馆质量、效益达到优化程度，提高了管理业务水平和服务质量，这些成功的经验值得推

广。为实现图书馆行业力量与非营利组织办馆的配合，可以建立多种协调模式。［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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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图书馆学会可以充分发挥自身拥有的社会资源，扩大对非营利组织援助力量的争

取。例如，中国图书馆学会代表中国图书馆行业加强同国外各种支持教育、文化的非营利

组织建立联系，争取国际援助，同时也可以总结国内非营利组织办馆助馆的经验向国际社

会宣传，以引起更多国外慈善公益组织的关注；其次，搜集国内外支持图书馆建设的非营利

组织，开设信息通道，供国内图书馆参考，指导有需要的图书馆或文化主管部门主动寻求非

营利组织的支持；第三，中国图书馆学会的各级分会积极协调本地区内各种民间组织对图

书馆的捐助活动，发挥好图书馆行业力量与社会力量合作桥梁或纽带的作用。

Z:X:!&Ìl#$%]/Ëþÿ

一些非营利组织捐助下办起来的图书室管理业务水平不高，地区图书馆应该对这些

民办的图书室给予帮助，加强对图书室管理人员的业务培训或指导，只有这样才能提高

本地区图书馆系统管理服务的整体水平，服务更多的乡镇、社区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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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非营利组织参助图书馆事业的实践中，许多做得好的项目中都有图书馆专家的

身影。例如，美国明德图书馆基金会的志愿者中有一部分为图书馆领域的专业人员；健

华图书馆项目也有多名图书馆专家的参与。［１６］图书馆专家的参与有助于非营利组织建

设农村图书馆的规范化和专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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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学专业的在校学生利用业余时间或假期可以为非营利组织援建图书馆出力

做志愿者，弥补非营利组织办馆助馆人员的不足；同时，学生拥有的专业知识能够辅助图

书馆相关工作的顺利开展；而且，通过志愿实践，志愿者们能将所学运用于实际，加深对

我国图书馆事业的了解，还可以培育服务社会的公益精神。可以说图书馆学专业学生志

愿者蕴藏着巨大的潜力，把他们调动起来就可以形成一支重要支持力量，以促进非营利

组织办馆助馆的发展。

&! WX

非营利组织对推动农村图书馆的建设与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非营利组织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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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建设的动力一般都来源于创办者与志愿者自愿、自发的内在意志，它属于内生的、

自下而上的力量，富有创新性，贴合民众的现实需求。因此，要采取多方面的策略鼓励非

营利组织参助图书馆建设，以形成“以政府投入为主、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的稳定的公共

文化服务投入机制。应该强调的一点是，政府是公共文化服务的主要供给者，这是政府

的基本责任。政府是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核心主体，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是政府的核心职

能之一，社会力量只是起补充作用，不能因鼓励、提倡社会力量参与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各级政府就推卸自身应承担的基本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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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图书资源共建共享模式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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çèé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余年
里，中国农村从经济水平到思想

观念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但是与经济水平的发展速度相

比，农村文化生活的发展程度要

慢很多。农村图书资源作为丰富

农村文化生活的重要途径之一，

建立有效合理的共建共享模式的

迫切性就日益凸显。本文以西部

某县为研究对象，通过实地调研

和问卷调查的方法，系统分析和

提炼了农村对图书资源的需求和

现有的问题，发现问题主要集中

在数量少、管理水平低、资金匮

乏、发展不平衡等方面。在此基

础上，本文结合有关政策和当地

实际，提出了一套多层级、多维

度、多途径的农村图书资源共建

共享模式，该模式以乡图书室为

主体，县图书馆和村图书室为辅

助，通过以政府投资为主，鼓励村

民集资和私人创办的多途径建设

方式，实现广覆盖、深渗透的农村

图书馆制。本文提出的模式对类

!! �m

从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

伟大历史任务”，特别是党的十七大把“建设覆盖全社会的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作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

标之一”以来，我国农村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农村文化

建设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初步建

立，农村图书馆公共服务网络正在形成，农民群众的基本

文化权利已有了一定的保障。但由于农村文化的发展滞

后于经济的发展，农村的文化建设还不能适应农村经济的

发展，现有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特别是乡镇、村级基层公

共文化服务比较薄弱，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十分缺乏，还难

以满足广大农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为了进一步增强

公共文化机构保障农民群众文化权益的能力，最大限度地

满足农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本文以西部某县农村公共

图书资源的统计数据为基础，分析研究、探讨建设农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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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县乡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êëìé农村图书馆，共享共建
模式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犇狉犪犿犪狋犻犮犮犺犪狀犵犲狊犺犪狏犲

狋犪犽犲狀狆犾犪犮犲犻狀狉狌狉犪犾犆犺犻狀犪犳狉狅犿狋犺犲

犲犮狅狀狅犿狔狋狅犻犱犲狅犾狅犵狔犻狀犿狅狉犲狋犺犪狀

狋犺犻狉狋狔狔犲犪狉狊狅犳犚犲犳狅狉犿犪狀犱狅狆犲狀犻狀犵

狌狆．犅狌狋犮狅犿狆犪狉犲犱狋狅犲犮狅狀狅犿狔，狋犺犲

犱犲狏犲犾狅狆犿犲狀狋狅犳狉狌狉犪犾犮狌犾狋狌狉犲犪狀犱

狑犪狔狅犳犾犻犳犲犺犪狊狆狉狅犮犲犲犱犲犱 犿狌犮犺

犿狅狉犲狊犾狅狑犾狔．犃狊狅狀犲狅犳狋犺犲犿狅狊狋

犻犿狆狅狉狋犪狀狋犿犲狋犺狅犱狊狅犳犲狀狉犻犮犺犻狀犵狉狌

狉犪犾犮狌犾狋狌狉犲狅犳犾犻犳犲，狋犺犲犮狅狅狆犲狉犪狋犻狅狀

犪狀犱狊犺犪狉犻狀犵狆犪狋狋犲狉狀狑犺犻犮犺犻狊犲犳犳犲犮

狋犻狏犲犪狀犱狉犲犪狊狅狀犪犫犾犲犳狅狉狋犺犲狉狌狉犪犾

狉犲犵犻狅狀狊犫狅狅犽狊狅狌狉犮犲犺犪狊犫犲犮狅犿犲犪狀

狌狉犵犲狀狋狀犲犲犱．犜犺犻狊犪狉狋犻犮犾犲犲狓犪犿犻狀犲狊

狋犺犲犆犺犻狀犲狊犲狑犲狊狋犲狉狀狆狉狅狏犻狀犮犲狊狔狊

狋犲犿狋狅犮犾犪狉犻犳狔狋犺犲狉犲狇狌犻狉犲犿犲狀狋狊犪狀犱

狆狉狅犫犾犲犿狊犳狅狉狋犺犲狉狌狉犪犾犪狉犲犪犫狅狅犽

狊狅狌狉犮犲犫狔犿犲犪狀狊狅犳犳犻犲犾犱犻狀狏犲狊狋犻犵犪狋犻狅狀

犪狀犱狇狌犲狊狋犻狅狀狀犪犻狉犲．犜犺犲狆狉狅犫犾犲犿狊犪狉犲

狆狉犻犿犪狉犻犾狔犾犻犿犻狋犲犱狉犲狊狅狌狉犮犲狊，犾犪犮犽狅犳

犿犪狀犪犵犲犿犲狀狋狊犽犻犾犾狊，犻狀狊狌犳犳犻犮犻犲狀狋犳狌狀犱狊

犮犪狌狊犻狀犵狌狀犲狏犲狀犱犲狏犲犾狅狆犿犲狀狋．犜犺犻狊犪狉

狋犻犮犾犲犮狅犿犫犻狀犲狊狆狅犾犻犮狔犪狀犱犾狅犮犪犾犮狅狀犱犻

狋犻狅狀狊狋狅犱犲狊犻犵狀犪犕狌犾狋犻犾犲狏犲犾，犕狌犾狋犻

犇犻犿犲狀狊犻狅狀犪犾，犿狌犾狋犻狆犪狋犺犮狅狅狆犲狉犪狋犻狅狀

犪狀犱狊犺犪狉犻狀犵狆犪狋狋犲狉狀犳狅狉狉狌狉犪犾犪狉犲犪

犫狅狅犽狊狅狌狉犮犲狊．犜犺犲狆犪狋狋犲狉狀犻狊犳狅犮狌狊犲犱

狅狀狋犺犲狉狌狉犪犾狉犲犪犱犻狀犵狉狅狅犿，犪狊狊犻狊狋犪狀犮犲

狑犻狋犺犮狅狌狀狋狔犾犻犫狉犪狉狔犪狀犱狏犻犾犾犪犵犲犾犻

犫狉犪狉狔，犻狀狏犲狊狋犿犲狀狋犿犪犻狀犾狔犫狔狋犺犲

犵狅狏犲狉狀犿犲狀狋 犪狀犱 犲狀犮狅狌狉犪犵犲犿犲狀狋

狑犻狋犺狋犺犲犿狌犾狋犻狆犪狋犺犮狅狀狊狋狉狌犮狋犻狅狀犫狔

狑犺犻犮犺狋犺犲狏犻犾犾犪犵犲狉犪犻狊犲狊犳狌狀犱狊犪狀犱

狆狉犻狏犪狋犲狅狉犵犪狀犻狕犪狋犻狅狀狋狅犪犮犺犻犲狏犲犪

犫狉狅犪犱犮狅狏犲狉犪犵犲犪狀犱犱犲犲狆狆犲狀犲狋狉犪

狋犻狅狀狉狌狉犪犾犾犻犫狉犪狉狔狊狔狊狋犲犿．犜犺犲狊狋狌犱狔

犳狅狉狋犺犲狆犪狋狋犲狉狀狉犲犳犲狉狊狋狅狊犻犿犻犾犪狉

犆狅狌狀狋犻犲狊犪狀犱狋狅狑狀狊犺犻狆狊．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狉狌狉犪犾犾犻犫狉犪狉狔，犮狅狅狆犲狉犪

狋犻狅狀犪狀犱狊犺犪狉犻狀犵狆犪狋狋犲狉狀

书资源的共享共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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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渭县共有６镇１２乡，３３２个行政村，１０个社区、２２４０

个村民小组。由县文化馆统一管理全县的文化设施建设。

县以下的文化设施有县图书馆、乡（镇）文化站、村文化室，

除部分村有戏台外，地处贫困山区的村组基本没有文化设

施。大部分乡镇图书馆（室）处于瘫痪和半瘫痪状态。上个

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县乡镇图书馆发展红火，在发展农村经

济和引导农民致富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农村税费改革和

撤乡并镇后，乡镇图书馆（室）受到了非常大的冲击。一些

馆的图书作为集体财产被抵债，仅存的馆也没有专人管理，

大部分乡镇图书馆的馆舍被挪作他用，图书内容陈旧，且流

失严重，无法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文化和信息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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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县目前的农村人口为４０万人，占全县人口的８０％

以上。文化设施主要集中在县级单位，乡（镇）、村文化设

施很少，除部分乡镇有文化站、文化室外，基本没有文化设

施。全县８０％的村镇级图书馆兴建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馆

舍面积狭小，寒酸破旧，书库、阅览室和资料室往往挤在一

起，馆内功能布局不合理，读者服务区面积过小，缺乏温馨

的人文环境，与读者期望的知识殿堂相差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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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图书馆馆舍设施简陋，安排不合理，常常出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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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与读者两分离的局面，如乡镇图书馆设在乡镇机关内，使农民难以涉足，而一些位置较

好的图书室极易被乡镇为了经济效益的需要，挤占关停。农村图书馆办馆经费得不到保

障，无法维持经费的连续性，不能增加新书。陈旧的图书很难吸引读者，加上业务人员水

平低，管理混乱，服务工作不到位，影响了图书馆的正常服务。图书馆现代化程度不高，

有些馆配置了计算机，但因经费有限，其配置较低；有些乡镇图书馆组建了电子阅览室，

只是形成了封闭的局域网，没有组成基于互联网的网络，为数不多的联网图书馆仅仅只

为读者建个网吧，供读者上网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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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乡镇在组建图书馆（室）时，总是想不花钱，所藏图书大多是东拼西凑地发动当

地群众捐献和恳请有关单位赠送，使图书馆成了废旧书的收购站。有时为了迎合读者，

应付检查，购入一些盗版图书，质量差，错漏百出。有的购书基本上是以武侠、言情、卡通

为主，图书馆已经失去了传播先进文化的职能，失去了为社会提供知识保障的作用，对本

地区重要的历史文献、风土人情资料不加以收藏，不加以保护利用，致使流失严重。有些

农村虽然建造了一定规模的图书室，但内容贫乏，图书品种单一，不能适应农民文化生活

的需要。有些村把村委办公室兼做了“党员之家”、“民兵之家”、“游艺室”，把计划生育服

务室兼做了图书室，而图书只有几十本宣传计划生育的小册子或者一些没有装订的报

纸，科技方面的书却少得可怜。有的村虽然建了图书室，但并未真正向农民开放，或开放

不经常、不及时、致使少得可怜的图书尘封如“木乃伊”，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成为名不

副实的摆设。甚至有的村干部置群众的愿望要求于不顾。为了一点经济利益，把图书室

出租给个人办起加工厂，甚至开饭店开商店，使图书室的作用完全变了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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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农村图书室的基础设施较好，但由于无专人管理，很多已遭受不同程度地损

坏，如平襄镇宋堡村图书室基础本来很好，仅藏书就达４０００多册，并由县文化部门组

织图书管理人员帮助分类整理１５架，建立了规范的借阅制度，图书贴上了标签，制作了

卡片，但近几年却发现图书已散失过半，报纸也所剩无几。因借阅制度不能很好地执

行，管理混乱，村民今天拿一本，明天拿一本，结果使大量图书不知去向，造成很多文献

资料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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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村建成了标准较高的图书室，各项指标也都达到了要求。但是由于疏于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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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再加上村民缺乏学科学、用科学的意识，以及电视节目的巨大吸引力，致使图书室

门可罗雀，架上的图书积满灰尘，却无人问津；读书活动开发不起来，图书室无人光顾，起

不到应有的作用。在农村，有些村干部因担心书报资料丢失、损坏而不准公开借阅，使图

书室成了摆设；还有一些村干部认为图书室就是应付政策、检查的需要，平时干脆把图书

室关得紧紧的，使图书室形同虚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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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图书管理人员整体素质不高，缺少专业基本素养。文化程度多为初中水平，工

作上只能应付一般的借阅。对于收集信息，介绍科技实用知识等工作有一定的困难。各

乡镇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平均为一名，而且大部分都是初、高中文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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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调查，农村图书馆工作人员普遍收入待遇过低，不少图书管理员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

农村图书馆创建至今，已在图书馆的岗位上工作了２０多年，对图书馆有着浓厚的感情，但

对农村图书馆的现状感到担忧。有的图书管理员出于自身利益考虑离开了农村图书馆

另谋出路，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图书馆工作人员队伍的稳定，使图书馆无法吸引文化水平

高、综合素质好的人到图书馆工作。上级文化部门和图书馆对农村图书馆管理员队伍很

少组织业务培训和开展指导服务，农村图书馆管理员队伍素质普遍不高，而且大部分图

书管理员都是兼职工作，影响了图书馆正常服务工作的开展。多数农村图书馆读者量一

年不如一年，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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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化设施建设费逐年稳步增长，但对于西部地区的基层图书馆

而言，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据北京大学李国新教授在２００５年中国科协学术年会上介

绍，占全国２４％的７００多个县（市）图书馆２００４年没有一分钱购书费，而且大部分集中

在中西部地区，导致县市级图书馆成为制约我国公共图书馆发展的瓶颈。据调查，甘肃

８０％的县财政对于图书馆的拨款仅限于保障职工工资，基本无事业经费。有３０个左右

的县市级图书馆多年没有购书经费，长年不进一本新书，只订几份报纸和期刊维持开馆

局面，几近于有人没有书的“空壳”馆。县级图书馆如此，乡（镇）文化站、图书室更可想

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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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县农村各地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文化教育事业基础也不相同，因此各

地乡镇图书馆的建立与发展，在速度、规模和形式上有所差别，存在着发展不平衡的现

象。一般说来，经济基础较好，基层领导重视，文化设施较发达，大多数农民又具有一定

文化水平的地方，文化中心、图书馆就办得好一些。而经济条件较差，或基层领导不重

视，人口少、贫穷落后、农民文化程度低的地方，图书馆就办得差一些。乡镇图书馆的建

设受大环境和外部条件的影响，表现出不同地区、不同基础条件的发展不平衡性。农民

普遍感觉到越是急需农业知识的生产第一线，越是找不到农业知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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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我县各乡镇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不尽一致，农村图书馆发展也要因地制宜，

分类指导，有所区别。经济相对较好的乡镇要求在２０１５年以前，建成一批较高水平的示

范乡镇图书馆，要达到目前县级馆的水平，并实现现代化管理。笔者认为要达到这一目

标，较好的办法是背靠县级图书馆组建乡镇分馆网络化体系，这样既为国家节省了经费，

又提高了农村广大居民文化素质与科技水平。具体实施过程中应注意：一是统一规划、

合理布局。二是自愿自主，稳步发展。组建乡镇分馆要充分调动乡镇分馆的积极性，自

愿建馆，条件成熟一个设置一个。三是密切联系，协调发展。农村乡镇分馆的组建与发

展要以县级公共图书馆为核心和保障，乡镇分馆要与县馆加强协调和合作，力求互为补

充，协调发展。四是资源共享。乡镇分馆的发展要以县馆为中心，形成县馆———乡镇分

馆———乡村室三级的结构，组建城乡结合的县级中心图书馆网络。乡镇图书馆分馆要归

属县级公共图书馆统一管理。五是在经费补充方面，可建立一些收费服务项目，有条件

的可进行收费服务。在目前国家财政拨款不足的情况下，乡镇分馆可根据市场需要对某

些需求量大并且集中的信息资源实行收费服务，以便给更多的农民提供利用的机会，达

到以书养书的目的。六是背靠县馆组建乡镇分馆的网络化体系。县级公共馆在乡镇建

立分馆后，要在乡镇分馆内设置统一型号的微机并联网。经济不发达地区，温饱问题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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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解决，乡镇图书馆已名存实亡，缺钱少书。对这类地区不能要求过高，操之过急，要帮

助他们创造条件，解决实际困难，可进行对口“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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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突出馆藏特色，基层图书馆可以根据本身情况独自或与兄弟馆、上级馆联合把

与农业有关的期刊资料、报刊摘要、实用信息等图书按系统分类陈列出来，免费或半免费

地向农民朋友们开放。与此同时，还能够采取多种形式进行生动活泼的宣传推介，以吸

引农民读者阅读农业文献，利用农业文献。如印发新书介绍传单，开展新书橱窗陈列，设

立农业文献咨询等，将存列的农业信息及时系统地传递给农民，真正发挥农业书籍的作

用，指导农民开展读书用书活动，并以此为立足点，促进农民学知识、用科技，掌握增收致

富的本领。

注意藏书特色，任何一个图书馆都应该有自己的藏书特色。乡镇图书馆的藏书应结

合本地区的经济建设需求，结合本地区农民对科学文化以及脱贫致富要求。可以是政

治、经济建设的某个方面；可以以名人、名优特产、名胜古迹为主体；可以根据民族文化、

乡土风情来发掘。还应充分考虑乡镇经济发展的需要，以某一有发展前途的行业为重

点，形成藏书的重点和特色。同时，也要注意服务特色：应根据各个时期的不同要求、各

个地区的具体情况，有所侧重地搞好特色服务。边远山区，可以针对文盲、半文盲人口多

这一情况，开展扫盲、普及文化知识的服务，提高当地农民的文化素质。较发达地区，可

以在开展信息服务工作，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上探索行之有效的服务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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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把乡镇图书馆建设目标纳入农村奔小康的总体目标

农村文化建设包括乡镇图书馆建设，是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要把

它纳入农村奔小康的总体目标，统一规划、统一要求、统一检查。县政府在小康乡（镇）标

准中，对建设文化站、图书馆应有要求。把文化中心、图书馆等文化建设作为提高农民思

想道德水平和文化素质的考核内容，作为评比文明乡镇的必备条件。各级领导要把农村

图书馆列为乡镇精神文明建设的标志工程，作为乡镇文化设施中必不可少的项目。主管

单位要对图书馆的发展做出硬性规定，结合文化先进乡镇的评比，促进乡镇图书馆的建

设和发展。

２）提高认识，强化扶持文化行为

统一领导层的认识，提高狠抓农村文化建设发展工作的自觉性。发展农村文化建



——— １０８　　

设，乡镇领导的认识程度十分重要，因为他们担负着倡导、设计、培育农村文化建设的重

任，是组织领导者。当前，一些乡镇领导对开展农村文化建设主要存在着三种不正确的

认识：一种是把农村文化建设与生产经营对立起来，认为抓犌犇犘重要，没有精力考虑文

化建设；二是错误地认为农村文化建设就是唱一唱，跳一跳，是把思想政治工作换上新名

词，乡镇领导没有把它放到议事日程上来；三是曲解内涵，认为农村文化建设就是喊几句

口号，搞几次活动，没有从转变人、改造人、激励人的思想高度从整体上来考虑农村的文

化建设，因此笔者认为乡镇领导只有通过不断学习、交流、研讨等多种形式来提高对农村

文化建设真正含义的认识，自觉地投入到农村文化建设工作中去。

提高农村干部的思想认识是发展农村图书馆事业的基础。农村图书馆是以集体经

营为主要形式，因此，农村干部在思想上的重视程度显得尤为重要。目前，由于广大农

村干部的自身整体素质不高，在建馆问题上还存在形式主义，有的地方虽然建起了图书

馆，但大多有名无实，只是挂了一块牌子而已，“馆内”既无工作人员，也无应有的图书馆

设施，在农村干部心目中，图书馆只是个摆设，根本发挥不了什么作用。解决这一问题

的方法，是将这些干部组织起来，到发展比较快的地方去参观学习。因为经济发展较快

的地区，其农村图书馆的发展也比较好，让他们亲眼目睹重视学习对提高经济发展的

作用。

３）耐心细致做好思想教育工作，正确引导民间资金的投资方向

在当前国家经济并不富裕及各地财政相对紧张的情况下，要投入大量的资金来建设

农村图书馆网，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情。所以，政府必须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吸纳

民间资本共同建设文化公益事业，引导一些群众把修庙、供菩萨的资金用到建设文化公

益事业上来，与政府共同建设图书馆（室）。

４）理顺各级关系，规范管理

农村文化建设是一项长期的任务，要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有条件的要建立相应

的组织机构，要设立专管农村文化工作的领导小组，主管领导要亲自挂帅，形成党政工团

妇，齐抓共管格局，保证农村文化建设的延续性，防止农闲时抓一抓，农忙时松一松。同

时各级党政要把抓农村文化建设工作作为乡镇领导班子的任期目标，进行考核，把农村

文化建设工作纳入各级乡镇领导班子的政绩考核中。

５）加大对农村文化扶贫的力度，为农村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奠定基础

政府在扶贫工作中，应把文化扶贫作为重要内容，以往那种蜻蜓点水式的送书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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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活动，并不能长期有效地解决农民对知识的渴求。要真正解决农民的看书阅报难问

题，就要帮助农民建立起自己的文化阵地，发展农村图书馆事业。政府应利用自己的宏

观调控职能，除了每年从财政预算中拨出一定的专款用于发展农村图书馆（室）外，还要

组织政府部门、城市企事业单位在农村开展定点文化扶贫工作，结成“帮扶对子”，并长期

坚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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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文化建设目标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应该达到的目的结果。确定农村文化建设目

标，必须坚持先进合理的原则，即体现超前意识，具有鞭策作用，又要考虑其复杂性、多变

性，力求符合客观实际。在制定农村文化建设规划时，要注意做到：第一要分析、诊断、详

细调整本地区的文化现状，找出适合本地区的优秀项目，精心培养打造，切不可盲目照

搬，东施效颦。第二要精心设计，在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借鉴成功的经验，发动农民群众

集思广益，使零碎的、不系统的或无目的的文化活动集中统一，系统地纳入到本县、乡、镇

的总体规划中。第三是具体化、普通化，规划的活动要让农民群众喜闻乐见，操作简单，

容易接受，让参与者乐于参与，寓教于乐，形成共同的追求：切不可故作深奥，曲高和寡，

只有这样才能充分调动起广大农民群众参与文化活动的积极性，才能使农村文化建设活

动充满生机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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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主动建设”的积极性与“命令建设”的纪律性统一起来，强化农民提高图书馆意识

的自觉性。其要旨在于既不拔苗助长，也不放任自流，从农村内部，农民自身寻求提高农

民图书馆意识自觉性的动力和支持。把农民的积极愿望与社会的纪律要求有机地统一

起来，就是科学地制定规范，一要体现出农村现实的差异性，二要反映出图书馆本身的层

次性。促进农民的创建图书馆意识。农村创建图书馆要从实际出发，不拘泥于一种模

式。如在建馆投入体制上实行乡村公办、自办公助、农民集资个人投资，与企业或学校合

办、募集社会赞助、城镇中心馆设分馆或流通站点等；在管理机制上采取专职或兼职人

员、交由个体经营（包括个人承包）、实行差补自筹、依托中小学代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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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发展好农村图书馆（室），就必须加强对农村图书馆的管理。建立健全严格规范的

管理机制。

一是村委会要把藏书纳入全村的公共财产进行管理，建立藏书记账，采用财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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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明细账方式，把藏书按书名、流水号、书价等逐项记起来，全力做好藏书的保护工作。

二是制作２３个书架（柜）用于放置藏书。三是刻制１枚村图书馆藏书章，以便盖在书页

上与社会上的文献有所区别。四是所购置的文献要结合当地生产生活，紧紧围绕种植、

养殖、开发、加工及普及科学文化知识需要进行文献资料采购。五是制定一个科学的、符

合实际的开放时间表。开放时间应根据农忙、农闲季节确定，农忙时每周开放３天，农闲

时天天开放。开放时间表必须张贴在图书馆的大门上，告知村民读者，开放时间必须做

到长效固定，不得随时更改。六是设立阵地阅览和外借登记台账，把到馆阅览和外借的

人次、册次逐日清清楚楚地记录起来，便于准确统计借阅人次、册次。七是要建立一套包

含了文献借阅期限、文献损坏赔偿办法等内容的借阅制度，张贴在图书馆内告知村民，明

确规定借阅者的责任、借阅的期限、归还的期限等，凡是超期者一律罚款。八是选定相对

固定的助理人员，可在村委会附近聘请退休老师，也可以安排村委会副主任担任管理人

员。九是县图书馆要积极发挥业务指导作用，帮助村级图书馆建立各项管理制度。十是

县级图书馆应积极到乡镇组织、开展业务培训活动，对村级图书馆进行图书馆整理、业务

知识培训，特别要为村级图书馆提供文献分类办法，为村图书管理员做好文献基础分类

工作提供业务指导。总之，要采取行之有效的办法，促进村级图书馆（室）建立健全规范

的管理机制，为建设村级图书馆提供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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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１．１　积极扶持、建设乡镇图书馆（室）

乡镇图书馆（室）作为国办文化实体，是乡镇政府向农民宣传新思想、新观念，普及科

学文化知识，进行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阵地。多年来，许多乡镇文化站都设有不同规模

的图书馆（室），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目前，由于种种原因，有的图书馆

（室）保留下来并发展了，有的则名存实亡。所以，在建设乡镇图书馆（室）中，可以此为基

础，把原有的图书馆（室）扶持起来，进行整顿、充实，在建制上从文化站、群众文化系列中

分离出来，在行政上直接归乡镇领导，在业务上归县级图书馆管理，并作为县级图书馆的

延伸服务网点。

３．２．１．２　大力建设村级图书馆（室）

建立基层文化阵地，是提高农民文化素质、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方式。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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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可利用文化扶贫、文化下乡、城乡“结对子”、民间集资等方式，在农村建设村级图书馆

（室），以帮助农民提高文化素质、获取农业科技信息。实践证明，这是农村图书馆网建设

与发展的可取之策。

３．２．１．３　鼓励建设民间图书馆，推广建设农村文化中心户

农村民间图书馆（室）的建立，是部分农民在精神文明建设中表现出来的一种先进行

为，应该受到政府与社会的表彰和扶持。民间图书馆系可辅助官方文化实体，它扎根于

民众之中，直接服务于最基层的农民。它的出现，将有力地推动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为

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提供有力的帮助。在广大农村，农户是农村的主体，是农村的细胞，

是最基本的生活单位和生产单位。只有把图书馆办到农户家门口，把书刊资料送到农户

手上，才能全面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３．２．１．４　创新机制，积极构建流动图书馆，强势推行农村文化

农村图书馆要善于发挥自身优势，贴近农业、贴近农村、贴近农民，坚持送书下乡，解

决好广大群众看书难的问题。在送书下乡活动中，一是选择好书目。要围绕当前的农业

政策和农业结构的战略调整，配合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的贯彻落实，有目的有选择的送

书下乡，如中央一号文件的主要精神是什么？党和政府给予农民的优惠政策有哪些？田

间劳作中的意外伤害怎么办？小麦的病期管理知识，特色蔬菜大棚种植技术，沼气池的

高效使用和农村建房须知等等，这些都是农民朋友非常需要而且乐于接受的。二是形式

要多样。图书馆要善于抓住农民关心的问题，采取图书展示、图书售卖、图书赠阅、流动

销售、巡回宣讲等方式将新书送到田间地头，帮助农民改变传统的种养模式，引领他们步

入新农村新农业的科技领域。三是把握好时机。要按照农作物的生长季节和规律，遵循

农村的生产生活习惯，有针对性地组织一些书籍，适时送到农民手中，真正让实用科技为

农民朋友提供足够的技术支持。

３．２．１．５　鼓励支持“民办文化”进入农村图书馆建设

鼓励和支持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政府一方面继续加强农村公共文化体系的构

建，另一方面开放农村文化市场。积极探索“官办文化”和“民办文化”相结合之路，倡导

民办文化，鼓励镇村图书馆（室）主动找合作者，可以镇企共建、村企共建，吸纳和鼓励社

会资金、慈善热心人士加入到农村图书馆建设中来。

３．２．１．６　以基层网点建设为重点，切实完善工程网络体系

服务网络建设是文化共享工程建设的重点之一，也是发挥作用的基础。网络建设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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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主要依托各乡镇综合文化站和村文化室，形成以县（区）为中心、乡镇和村基层服务点

为主体的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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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体制创办乡村图书馆，既要坚持国家办馆与群众办馆相结合的原则，又要符合我

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现阶段在甘肃省通渭县尚不十分富裕、政府财力不足

的情况下，要依靠集体力量、发挥社会团体作用和调动群众积极性，兴办小型多样、方便

群众的基层图书馆（室）来满足广大农民群众的迫切需要。乡村图书馆的创办模式可采

用以下类型。

３．２．２．１　国办型

即从机构、人员、经费到设施由国家全包下来，所办图书馆属国家在乡村建立的全民

所有制事业机构。我县提倡在经济相对发达的乡镇由地方政府兴办乡村图书馆，民办馆

作为补充，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权威作用，把基层图书馆建设纳入规划和预算，步入正常

轨道发展。

３．２．２．２　公助型

这是指以乡村自筹资金创办为主，乡以上地方财政，给予基本经费补助。这种类型

图书馆属差额补贴式的集体所有制性质，适合于经济发展水平次发达的地区。

３．２．２．３　延伸型

这是指对乡村民办图书馆有业务指导关系和扶持任务的乡镇级公共图书馆与乡村

协办，乡村负责场所、设备、人员，县馆提供定量书刊，并定期调换。协办后，县馆还可帮

助乡村馆培训业务骨干，开展业务辅导。

３．２．２．４　挂钩型

乡村可直接与农业院校挂钩结对办馆。农业院校支持乡村办馆具有较大优势，他们

不仅具有丰富的农业文献资料和专门的农业技术人才，而且迫切需要与乡村联手，开发

现有文献，开展科技兴农工作，这种乡村与农业院校挂钩的做法，不失为乡村办馆的有效

途径。

３．２．２．５　“文化站图书室”合一型

对一些条件较好并已达到较大规模的乡村文化站或文化中心，要由站（中心）内设立

的图书室，逐步发展为乡村图书馆。这不仅使人员和场所得到充分利用，又使文化活动

相对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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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２．６　乡企合办型

即乡村与经济效益好的企业合办。经济效益好的乡镇骨干企业，一般都自订不少报

刊，购有一定数量的图书，乡村再从经费上给适当扶持和资助，在此基础上扩展，面向全

乡，形成乡企合办型图书馆。

３．２．２．７　文教合作型

即由乡村财政每年提供定额购书经费，学校提供馆所、设备和管理人员，服务对象由

学校师生扩充到乡民。这种模式选址应适中，适合选于乡村的交通便利的中小学校。

３．２．２．８　社团型

即由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社团组织承办图书馆。这些组织既可以从本系统申请经

费、物资和设备，又可向社会倡导，搞捐赠，能很快得到社会公众响应，以解决办馆的一系

列问题。

３．２．２．９　特殊型

即由民众个人兴办图书馆。民间个人藏书者、私营企业家和外商投资者各自具有办

馆的优势和愿望，在条件具备时一蹴即成。个人兴办图书馆，是新时期政府兴办图书馆

的必要补充，国家和地方应大力提倡、鼓励和扶持。

以上的几种模式各乡镇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予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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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农村，比以往更需要文化与知识，这是农民的切身感受。农村图书馆共享共

建模式在我县实施以来，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受到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普遍欢迎，也为我国

贫困地区农村图书馆的建设提供了一定的借鉴。但是由于我县经济发展滞后，这种共建

模式的发展处于起步阶段，以后发展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特别是需要关注图书馆的立

法问题和对农村弱势群体（如老人、留守儿童）需求的关注和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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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冉彬，女，民盟盟员，甘肃省通渭县图书馆馆员。甘肃省定西市人大代表。从事图书工作３０年，成

绩斐然，曾被授予甘肃省图书馆界先进工作者称号。笔耕不辍，其中论文《信息化建设———基层图书馆

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荣获全国中小型公共图书馆联合会２０１１年研讨会征文三等奖，并结集出版。

论文《论我国图书服务基础设施全覆盖后的可持续发展》，在甘肃省图书馆学会２０１１年会征文活动中

荣获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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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图书馆帮扶贫困地区乡村图书

馆模式探讨

———以杭州市图书馆事业基金会在通渭县建立

美术资料阅览室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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çèé文章介绍了杭州市图书馆
基金会在甘肃省通渭县建立美术

资料阅览室情况，并以此分析该

模式的特色：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和可行性；主体为杭州市图书事

业基金会，突破了体制上的限制；

是一个长期的有计划的建设，具

有可持续性；多次调研，科学论

证，并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

这一案例无疑是城市图书馆帮扶

贫困地区图书馆中一个成功的

案例。

êëìé杭州市图书馆事业基金
会，通渭县图书馆，美术资料阅

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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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幅员辽阔，各地的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其图书馆

事业的发展存在很大的差距，如东部与西部地区图书馆之

间，城市与基层农村图书馆之间，特别是西部贫困地区农

村图书馆，自２０１１年文化部联合财政部实行了全国公共

图书馆的免费开放政策，中央财政每年补助每个西部地区

县级图书馆２０万元，才保证了农村图书馆的正常运转。

但是，贫困地区图书馆的发展，仅此经费是远远不够的，还

需要全社会的大力帮助与支持。近年来社会力量参与农

村图书馆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在行业内部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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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相互帮扶还是很少的。

笔者从相关资料仅查得两例城市图书馆帮扶贫困地区

农村图书馆的案例。其一是上海各区图书馆与甘肃省内十

个县区图书馆的合作。１９９８年３月，为响应中共中央关于

西部大开发的号召，大力支持西部文化建设，推进两地文化

交流与合作，在上海市文化局和甘肃省文化厅的组织协调

下，上海市浦东第一图书馆、第二图书馆（上海浦东新区陆

家嘴图书馆）等十家图书馆分别与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区图

书馆、敦煌市图书馆、白银市图书馆等十家图书馆开展了

“手拉手、结对子”活动。［１］十数年来，还在“手拉手”的只有

上海浦东新区陆家嘴图书与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区图书馆。

这是一个跨省份的公共图书馆之间的帮扶案例。其二是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西安高校图书馆和省内县级图书馆之间的结

对帮扶活动，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图书

馆等１１所高校图书馆，与宝鸡市岐山县图书馆、西安市灞

桥区图书馆等１１个县级图书馆结成帮扶合作的对子。高

校图书馆将给各自帮扶的县级公共图书馆，提供物资支援

和人员培训等帮助。［２］这是一起在省内跨待业的帮扶。

无论是本行业还是跨行业，无论是省内还是省外，其

帮扶仅见到轰轰烈烈的启动仪式，而未见其成效。如何使

城市图书馆对贫困地区农村图书馆的帮扶起到真正的作

用，且能持续进行下去？杭州市图书馆在甘肃省通渭县建

立美术资料室这一案例为我们提供了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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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７年，中国图书馆年会在甘肃兰州召开，我们有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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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了杭州市图书馆诸馆长，在《图书与情报》编辑部王主任的撮合下，我们达成了帮扶意向。

如何帮扶，是我们双方共同关注的问题。杭图也表示，我们双方要首先找到帮扶的

最佳切入点，这样才能有的放矢，将帮扶持续的进行。经协调，我馆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通渭县是文化部命名的书画艺术之乡，我们多年来想建立一个美术资料阅览室，但此类

图书资料价格较高，一直未能如愿。此提议当即得到杭图的肯定。为此杭州市图书馆事

业基金会决定在通渭县图书馆创办美术资料阅览室。

２００７年１１月，杭州市图书馆基金会援助的第一批图书发到通渭，共１４４７种１５２０

册，价值６万余元，所有图书为书画艺术类图书，这批图书主要以美术资料类理论、工具书

及各种碑帖、画册为主。我馆收到图书后，马上组织职工进行了编目，同时专门设立了一

间面积５０平方米的书库作为美术资料库，于２００８年１月２０日开始对外借阅。资料室一

经开放，受到了当地书画爱好者的热烈的欢迎，来我馆借书者络绎不绝。

２００８年５月，杭州市图书馆援助的第二批图书发到通渭，共８８５种１３８４册，价值４

万余元。这批图书囊括了全国各大专院校美术学院的所有美术类考生的考前辅导资料，

引起了我县美术专业考生的极大热情，前来我馆借阅图书的学生说“图书馆的美术考生

辅导资料，不要说在通渭，即使在全甘肃省也是无法见到。”我馆为了更好地配合这一活

动，将“美术资料库”变为“杭州市图书馆基金会美术资料阅览室”，另开辟了一间面积１００

平方米的房间作为阅览室，集借、阅、藏为一体。

前后不到一年时间，杭州市图书馆事业基金会为我馆援助美术类新书达３０００册，价

值达１０万余元，同时我馆整合了自己库存中所有的美术资料，共有藏书３８００余册。自

２００８年元月开始对外借阅以来，赢得了当地群众的欢迎，得到了当地政府的肯定，读者人

数逐渐增多，借阅量逐渐上升。截至２０１２年６月底，美术资料阅览室共接待读者达

３５０００人次，流通图书达４６０００册次。我馆每年将会向基金会提交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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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贫困地区农村图书馆，其需要社会资助的困难很多，只有找准了该馆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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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帮扶切入点，才能使帮扶取得最佳实效。而杭州市图书馆找准了通渭县图书馆的最佳

帮扶切入点。

“陇中苦瘠甲天下，通渭苦瘠甲陇中”，通渭县位于中国大西北，甘肃省东南部，总面

积２９１２．９７平方公里，现有人口４６．５万人，其中农业人口４４万人，是甘肃中部有名的一

个穷县。２０１１年完成大口径财政收入８０８７万元，财政支出１５００３１万元，人均犌犇犘

５６６１元。［３］通渭属典型的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气候属陇中温带半湿润向半干旱过渡

区，年降水量４００犿犿左右，自然条件比较恶劣，但就是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中，竟以“书画

艺术之乡”、“翰墨飘香之地”闻名全国。“人人爱书画，个个练书法，家家挂字画”，其蔚为

壮观的全民崇尚书画之风，日益兴隆的书画交流集散活动，引得藏家商贾云集，书画名家

荟萃，书画产业欣欣向荣，一个水土贫瘠、经济落后的全国４１个国家级扶贫县之一的通

渭，于１９９３年成为文化部首次命名的６个“中国书画艺术之乡”之一。

目前，有通渭籍中国美协会员３人、中国书协会员１２人（县内７人），有甘肃美协会员

２１人、书协会员３４人，市美协会员３６人，市书协会员５２人，有５名同志在市书协和美协

担任重要职务。全县有习字练画人员３００００多人，有县级以上协会的创作骨干３４００多

人。农闲时“放下锄头，拿起笔头”习字作画的优秀农民书画家不断涌现，全县农民书画

队伍不断壮大。

各中、小学校普遍开设书法美术课，县书画院聘请了７０多名国家级书画名家担任名

誉院（校）长或客座教授，对县内作者开展专业培训和学术讲座，使全县中青年创作人员

实力更加雄厚，青少年书画队伍人才辈出。

在县上的大力倡导、政策扶持和强力推动下，以书画为主的经营性店铺不断涌现，书

画店铺鳞次栉比，遍布城乡。据统计，全县现有画廊和装裱店６２０余家，其中城区４１６家、

乡镇６８家、在外开办３４家、农村家庭装裱店１０２家，全县年装裱书画作品１０万余件。先

后有王蒙、贾平凹等２７０多位国家级文学、书画艺术大师来通渭采风交流，讲学献艺，交流

作品２３３０件。

同时，这种浓厚的艺术气氛促进了我县艺术教育的发展，在每年的高考中我县美术

类考生年均被各大专院校录取达３５０人左右，占全县总录取考生人数的３１％。

在这样一种社会氛围中，建立一个美术资料阅览室，不仅能给当地群众提供便捷优

质服务，而且更能提升当地图书馆的品质和影响力。



１１９　　 ———

X:!&øþÿ}�j!".#$¶Q+,-Tìüý�és]þé
城市图书馆帮扶农村图书馆最大的障碍是体制，即使本省内图书馆之间，省级图书

馆对省内农村图书馆仅有业务辅导的职能，却无拨款赠物的权限。而一所城市图书馆给

省外农村图书馆进行财物的援助，在管理体制和权限上是绝对不容许的。而杭州市图书

馆以杭州市图书馆事业基金会的角色负责帮扶，打破了体制上的种种限制。

杭州市图书馆基金会　（犎犪狀犵狕犺狅狌犔犻犫狉犪狉狔犉狅狌狀犱犪狋犻狅狀）成立于２００３年，是中国第一

家图书馆基金会，属于地方性公募基金会。基金会成立的主要目的是为杭州市公共图书

馆事业的发展募集、管理和使用基金，宣传图书馆事业的文化担当和公益宗旨，凝聚和整

合新时期有志于文化公益事业的社会力量，促进杭州市公共图书馆事业的繁荣发展。从

杭州市图书馆基金会成立八年来所开展的项目中不难发现杭州市图书馆基金会为杭州

地区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多层次的支持，基金会的资金优先用于杭州市欠发达

区域的城镇乡村大众阅读的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基金会还根据基层文化事业发展态势，

为建立和完善基层图书馆网络服务体系提供发展对策，并设立激励机制以推进杭州地

区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及人才队伍的建设。为杭州市基层图书馆的普及和发展起到

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杭州市图书馆基金会尤其关注弱势群体的阅读状况，至今已向杭

州地区的贫困学校、老年活动室等弱势群体集中的图书馆室捐赠了万余册书籍，而且杭

州市图书馆基金会也开始以多种形式支持杭州市以外的国内欠发达地区的公共图书馆

建设，希望在更大范围内改善基层群众文化阅读状况，为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做出贡

献。［４］通渭县图书馆有幸成为基金会支持的杭州市以外的国内欠发达的地区公共图书

馆之一。

X:X&øþÿ£Åÿj!]b9ñ]48Tabû"#Y
农村图书馆的建设不能是“一锤子买卖”，而是需要持续的投入和连续性的建设。杭

图基金会通渭图书馆美术资料阅览室的建设是一个持续的长期的有计划的建设。杭图

基金会不是一次性地捐赠图书，而是承诺在今后每年捐赠４万元的书画艺术类图书，争取

在通渭建成一个全国县级馆中美术资料藏量最大的阅览室。

X:Y&øþÿ£!#+,-´$ËeTJD%&]Z'
这是一个实效性实用性极强的援助，杭图基金会的援助，不是随随便便地凑些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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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个仪式，走走过场，而是实实在在地在通渭县图书馆最需要之处给予了大力的援助。

为了进一步提高资金和图书的利用效率，做到有的放矢，确实保证所配置的图书符合我

县读者的需求，２００８年４月，杭图基金会派基金会副会长、北京美缘艺联图书有限公司朱

明总经理来我馆进行了考察和指导。朱明总经理在通渭仅一天的时间，不但调查了我馆

读者对所赠图书的借阅情况，还考察了我县图书销售市场，走访了我县书画爱好者，调查

了他们所需要的图书类型，并对今后图书的配置提出建设性的建议。虽只是一个类的图

书，但要形成规模，有气候，并不是几年内就能建成，它还有个积累的过程。经朱经理指

导，我们计划分专题的形式有重点的来运作，并将２００８年的配置图书确定为“美术专业学

生考前辅导读物”。２０１１年５月，杭图基金会再次派朱明总经理来我馆进行了考察和调

研，对今后的发展双方进行了协商。

X:Z&øþÿ](-)*+,
在近一年的对外借阅服务中，美术资料阅览室深受我县广大读者的欢迎和赞许，赢

得把当地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充分肯定和高度好评。截至目前，共接待读者３５０００人次，

流通４６０００册次。同时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县政协组织了全县部分文化教育委员

对杭州市图书馆基金会在通渭创办美术资料阅览室进行了考察，市政协组织了全市部分

政协委员对美术资料阅览室进行了考察，对杭州市图书馆基金会的这种义举给予了高度

赞扬和充分的肯定。《定西日报》作了《杭州市图书馆在通渭创办的美术资料阅览室受欢

迎》的报道，随后其文被甘肃新闻网、定西市人民政府网、中国图书馆网等网站进行了

转载。

$! WX

从杭州市图书馆帮扶通渭县图书馆这一案例我们可以看到，要帮扶一所贫困地区图

书馆，并不在要举办一场多么隆重的仪式，并不是随随便便赠送一批图书，赠送几台电

脑，而是要深入调查，科学论证，找准帮扶切入点，有计划的持续的进行，这样才能真正帮

扶出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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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甘肃省文化厅办公室：上海市浦东第一图书馆等十家图书馆分别与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区图书

馆等十家图书馆开展了“手拉手、结对子”活动。甘肃文化工作［犑］，１９９８［２］。

［２］赵珍：西安高校图书馆结对帮扶县级图书馆。西安晚报，２０１０１２１４。

［３］２０１１年通渭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甘肃统计信息网［犈犅／犗犔］。［２０１２５３］

犺狋狋狆：／／狑狑狑．犵狊狋犼．犵狅狏．犮狀／犱狅犮／犛犺狅狑犃狉狋犻犮犾犲．犪狊狆？犃狉狋犻犮犾犲犐犇＝１３４７６

［４］刘兹恒、严越君：对我国本土图书馆基金会的探索————杭州市图书馆基金会调查报告［犑］。

中国图书馆学报，２０１２，（１）：２１—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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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惠芳，女，通渭县图书馆馆员，少儿阅览室管理员。

刘芳萍，女，通渭县图书馆馆员，美术资料阅览室管理员。

通讯地址：甘肃省通渭县平襄镇西街２号

电子邮箱：狋狑狓狋狊犵７９９０＠１２６．犮狅犿



——— １２２　　

　　①　在本文的撰写过程中受到了王子舟教授的指导，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农村民间图书馆发展的制约因素与

建议

———以“秋山书屋”为例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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çèé农村民间图书馆近几年来
得到了非常大的发展，但就其发

展的质量以及程度来说，农村民

间图书馆事业在我国还属于起步

阶段。在当下，对于农村民间图

书馆来说，生存是第一要务。本

文通过对河北“秋山书屋”历史、

经费、管理、服务、成效、发展困境

的介绍与分析，对农村民间图书

馆的发展制约因素进行总结归

纳。最后通过对制约因素的分

析，找出促进农村民间图书馆发

展的图突破点，以期为各界力量

参与建设农村民间图书馆提供

参考。

êëìé农村民间图书馆，秋山
书屋，共享平台

!! �m

民间图书馆，泛指由乡镇、村、街道及个体公民筹资兴

办的公益性半公益性图书馆，读书社等，不含以营利为目

的的信息咨询机构。［１］民间图书馆按其地域分类，可以分

为城镇民间图书馆和农村民间图书馆。农村民间图书馆

根据其具体性质，又分为纯粹的农村民间图书馆和以农村

民间图书馆为依托创办的农家书屋。后者是指由民间创

立，农家书屋工程开展后，为了更好地发展能够取得政府

的一定支持，接收“招安”挂牌农家书屋的民间图书馆。根

据其真实性质，在此将其归类为农村民间图书馆。此类图

书馆兼具民间图书馆的活力和农家书屋的优惠政策，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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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犐狀狉犲犮犲狀狋狔犲犪狉狊，狉狌狉犪犾

狆狉犻狏犪狋犲犾犻犫狉犪狉犻犲狊 犺犪狏犲 犱犲狏犲犾狅狆犲犱

犵狉犲犪狋犾狔，犫狌狋犼狌犱犵犲犱狅狀狋犺犲犻狉狇狌犪犾犻狋狔
犪狀犱犲狓狋犲狀狋，狋犺犲犮犪狉犲犲狉狅犳狉狌狉犪犾狆狉犻

狏犪狋犲犾犻犫狉犪狉犻犲狊犻狀犆犺犻狀犪犻狊狊狋犻犾犾犻狀狋犺犲

犲犪狉犾狔狊狋犪犵犲狊．犃狋狆狉犲狊犲狀狋，狊狌狉狏犻狏犪犾犻狊

狋犺犲犳犻狉狊狋狆狉犻狅狉犻狋狔犳狅狉狋犺犲狉狌狉犪犾狆狉犻

狏犪狋犲犾犻犫狉犪狉犻犲狊．犜犺犲狆犪狆犲狉犻狀狋狉狅

犱狌犮犲狊犙犻狌狊犺犪狀 狏犻犾犾犪犵犲犾犻犫狉犪狉狔犻狀

犎犲犫犲犻狆狉狅狏犻狀犮犲，犻狀犮犾狌犱犻狀犵犻狋狊犺犻狊狋狅

狉狔，犳狌狀犱犻狀犵，犿犪狀犪犵犲犿犲狀狋，狊犲狉狏

犻犮犲，犪犮犺犻犲狏犲犿犲狀狋犪狀犱犱犲狏犲犾狅狆犿犲狀

狋犪犾狆狉狅犫犾犲犿狊．犜犺犲狆犪狆犲狉犪犾狊狅狊狌犿

犿犪狉犻狕犲狊狋犺犲犮狅狀狊狋狉犪犻狀狋狊狅狀狋犺犲犱犲

狏犲犾狅狆犿犲狀狋狅犳狋犺犲狉狌狉犪犾狆狉犻狏犪狋犲犾犻

犫狉犪狉犻犲狊．犅狔犪狀犪犾狔狕犻狀犵狋犺犲狊犲犮狅狀

狊狋狉犪犻狀狋狊，狋犺犻狊狆犪狆犲狉犻犱犲狀狋犻犳犻犲狊狋犺犲

狋狌狉狀犻狀犵狆狅犻狀狋狋狅狆狉狅犿狅狋犲狋犺犲犱犲狏犲犾

狅狆犿犲狀狋狅犳狋犺犲狊犲犾犻犫狉犪狉犻犲狊，犻狀狅狉犱犲狉

狋狅狆狉狅狏犻犱犲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犪狀犱犮狅狀

狋狉犻犫狌狋犲狋狅狋犺犲犻狉犱犲狏犲犾狅狆犿犲狀狋．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狉狌狉犪犾狆狉犻狏犪狋犲犾犻犫狉犪狉狔，

犙犻狌狊犺犪狀 犞犻犾犾犪犵犲犔犻犫狉犪狉狔，狊犺犪狉犻狀犵

狆犾犪狋犳狅狉犿　

是民间图书馆和农家书屋中的成功案例。河北赞皇的赵

东其书屋，河北正定农家女书社、湖北黄冈的汪新民羊角

桥村农家书屋以及本案分析的河北省秋山书屋都属于此

类农村民间图书馆。在此我们主要研究农村民间图书馆，

即政府只是监管作用，为中性。

随着社会进步，农民收入的提高以及对知识重要性认

识的提高，加之，农家书屋工程在全国各地如火如荼的举

行，农村民间图书馆近几年来得到了非常大的发展。但

是，农村民间图书馆的发展质量到底如何？其发展的主要

制约因素有哪些？社会各界可以从哪些方面着手解决这

些问题？农村民间图书馆的前途在哪里？这些问题的正

确认识和真实回答对于图书馆学术界、政府相关部门和为

此努力的公益组织都是非常重要的。

"! îïð=ñòóôe�

秋山书屋位于河北省灵寿县南寨乡秋山村的村委会，

２００８年９月正式对公众开放，现有藏书５０００余册，服务群

体主要是秋山村村民，兼顾附近村的村民。秋山书屋实行

免费借阅制度，每周末开放１—２天，每次开放时间８小时。

除了开展图书借阅外，还提供科普知识讲座和假期家教等

服务。秋山书屋约有４０平方米，共有１４个书架，图书的分类

主要有名著经典、儿童文学、政治法律、青春读物、启迪智慧、

休闲娱乐、养殖技术、社会文学、学习资料以及家庭生活等。

秋山书屋缘起于创办者孙喜梅的一个想法。在她高

中一次回家的时候注意到了孩子们不同寻常的注目礼，那

知识渴望的眼光刺激了她，由此立志为家乡建一个图书

馆。她利用每天晚自习后的时间开始通过收集废品，攒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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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书。截止到２００７年高中毕业她共收集了图书１０００余册，书籍主要来源有从废品站回

收的“有用”图书，也有专门从旧书市场购买的“好书”以及从同学朋友处募捐的少量图

书。２００７年，孙喜梅将收集的图书运回家，进行了清洁、整理、登记以及简单归类工作。

至于借阅形式，她主要考虑了借阅书店（少量收费）、免费书屋以及将图书分发给各个家

庭（最坏的打算）。２００７年寒假，孙喜梅在其开办的寒假义务英语辅导班的学生中开始小

范围的开展借阅活动。此间，她曾与村支书交流过创办图书馆的想法，未果。

２００８年暑假，孙喜梅在其实习期间参加了燕赵都市报的“我有一个梦想”的活动，记

者刘良玉发出了第一个有关秋山书屋的报道———《谁来帮我建个图书馆》。孙喜梅再一

次联系了村支书，得到了其大力支持，并与县文体局取得联系。县文体局赠送了４个书架

以及６００余册图书。图书馆的地址选在了村委会的一个废弃的约１０平方米传达室。在

９月开学前，孙喜梅在她的好友的帮助下，对书籍进行了上架、编号，当时就有孩子和老人

对于书屋的开办表示了欢迎。同时，通过父亲的推荐，孙喜梅对村内有文化、爱读书的老

人进行了拜访，最后年过花甲的老干部胡合祥接受了邀请，成为秋山书屋的义务管理员，

孙喜梅设定了借阅规则，实行免费押金借阅质素。

２００８年９月７日，秋山书屋正式对外开放，届时有图书约２０００册。包括中央电视台

《新闻联播》（２００９８２２）、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河北日报、长江日报、河北新闻联播等在内

的二十几家媒体都对其进行过详细报道。２００９年５月４日，创办者孙喜梅开始担任河北

省农家书屋工程形象大使，参与河北省农家书屋工程建设。期间陆续收到了河北省新闻

出版局、河北省作家协会、石家庄精英中学等社会各界的捐书共计３０００余册。先后通过

秋山书屋的平台开展了秋山小学１２名学生与石家庄外国语小学的１２名小朋友手拉手、

学习方法讲座以及好书推荐等活动。根据可查借阅记录（具体记录见后文），截止到２０１２

年４月，秋山书屋共开放１７６周，服务读者１２１１人次，借出图书１８４４本。

秋山书屋成立过程中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书屋管理员的寻找与确认，初期孙喜梅只能

找村里有文化的老年人来担任义务管理员，但这种方式长期走下去较难。书屋的持续发展

创办者孙喜梅打算以寻求县内大企业的赞助来实现，但这种形式的可行性还有待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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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民间图书馆的建立对于农村文化建设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一个图书馆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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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不在于其占地面积或者藏书量有多少，而在于图书馆内图书资源的利用率。由于大多

数的民间图书馆是草根图书馆，没有统一的业务培训指导和安排，因而图书馆管理员的

有无以及其积极性、主动性和责任感是农村民间图书馆能否发挥作用和发挥多大作用的

关键。管理员的聘任问题直接威胁到了民间图书馆的生存，是现下威胁民间图书馆发展

的首要制约因素，并有可能会造成一部分图书馆的关闭。

当前，农村民间图书馆管理员存在着多方面的问题，急需专职人员来负责。第一，很

多图书馆没有专职的图书管理人员，图书馆的效用发挥受限。［２］由于经济或者其他原因，

农村民间图书馆的管理人员主要是创办者自己，很少有委托管理的。创办大多需要承担

自己在家庭、工作中的责任，还需要负担图书馆的正常运营费用，不可能将全部的精力投

入到图书馆建设和管理中去。秋山书屋的创办者长期在外求学，目前只能进行简单的借

阅服务，进一步的推广活动难以举行。第二，缺乏长效的管理员聘任机制，农村民间图书

馆面临后继无人的窘境。图书馆创办者的年龄频次主要集中在５５—６０岁和６５—８０岁，

私人图书馆（即本文中的农村民间图书馆）创办者年龄均值为５９岁，中位值为５８岁，众值

为５５岁。［３］当下农村民间图书馆的创办者大多是靠的自身的热情和志愿奉献精神，我们

不能要求他的子女也要有这种奉献，必须靠可持续的管理员聘任制度来解决这个问题。

第三，即使有专职管理员的，也没有形成可推广可持续的制度。现在虽然有专职管理人

员的案例但均未均为偶然的个案，都不具有普遍性和推广性。合理的管理员聘任机制仍

没有在农村民间图书馆事业中建立起来。

又如秋山书屋，创办者是一名大学生，建馆初期，是创办者自己通过走访寻找到了一

名老党员，曾任秋山村村支书，作为志愿者承担书屋的管理工作。但是长期的个人志愿

者机制在农村并不具有推广性。现在已是由创办者给管理员支付工资的聘任模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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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刊短缺是影响农村民间图书馆发展的瓶颈之一，［４］相比来说具有农家书屋性质的

农村民间图书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获得政府的一些图书支持，但一般为一次性行为，没

有可持续的图书更新渠道。

农村民间图书馆的基础图书一般是由创办人自筹，［５］若是有媒体报道，可能会有一

段时间的社会捐赠。根据民间图书馆创办人的身份以及年龄，我们可以推断，创办者的

经济条件一般不是很好，［６］没有持续更新图书的能力。而且由于大部分创办者的年龄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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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文化水平不高，也没有能力和途径去募捐图书。媒体报道具有时效性，而且也是偶然

事件，因此，不能将社会捐赠作为农村民间图书馆图书更新的主要途径。

秋山书屋作为河北省农家书屋的典范书屋，其创办者是河北省农家书屋工程的形象

大使，获得了大量的媒体关注和政府支持。但是，目前来说，总共藏书也不过５０００余册，

由于基础图书是从废品站回收的缘故，加之捐书的质量参差不齐，优质图书估计也就

２５００册左右。其他“默默无闻”的农村民间图书馆的图书更新情况我们就更不容乐观了，

除非是创办者自己出钱解决图书更新问题，根据以上的分析这显然是有很大的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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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农村民间图书馆缺少资金支持，或无钱更新书籍，或无法正常运营，面临生存困

境。［７］农村民间图书馆一般是创办人自主经营，不涉及场地租金和工资等主要运行费用，

其他方面管理经费一般也比较少。即使聘任专职的管理员，所聘用人员一般是有闲暇时

间爱读书的农民。在农村人力资本很低，工资一般也不会很高。秋山书屋每周开放一到

两天，管理员工资为每年１０００元，１０００元就可以使一个书屋一年的正常运营，为２０００

多名村民服务。根据笔者在农村的经验，一般日薪２０元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价格，由于各

个地区的发展程度不相同，可能有一定的浮动。从行为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也不排除一

些创办者为了获得更多的帮助而有意将资金需求情况夸大。至于其他日常运行费用，一

般农村民间图书馆条件比较艰苦，主要费用应该是由电费、办公用品等费用组成。

农村民间图书馆急需日常资金的支持。虽然说图书馆的日常资金金额不是很大，但

是农村条件艰苦，本身收入微薄，这些管理费对于这些经济条件已经因为管理图书馆而

耽误其收入的创办人和对于政府或者一些基金机构或者市民的概念是远远不同的。秋

山书屋的创办者是２４岁的在读硕士研究生，家中只有年过花甲的父亲，他们家属于低保

家庭，１０００元对于这样一个家庭，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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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已有的媒体报道，农村民间图书馆的主要分布地点有村内中小学，小卖部，创办

者家中，村委会，独立的大院等多种形式。

这些地点各有利弊，中小学虽然方便学生的借阅，但是可能对教学环境造成不利影

响，而且与校方的关系也会对书屋的服务质量有很大的影响；若选择小卖部则可能对小



１２７　　 ———

卖部的经营产生不利影响，若创办者不是小卖部经营者还会有一些利益问题；在创办者

家中建立图书馆则容易公私不分，容易给创办者的家庭生活带来很大的不便；村委会的

使用有赖于村内主要干部对书屋的态度；建设独立大院来进行图书管理活动的方式最为

理想，利于开展各种活动，具有向文化大院发展的基础条件，但是对于经济要求比较高。

总体来说，农村空间大，选址相对不是那么困难，不是制约农村民间图书馆发展的决

定性因素。但是不可否认，或许有很多有意愿创建图书馆的热心人士可能因为选址问题

而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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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民间图书馆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农村公共文化缺位的现实。但是作为公

共服务的载体，其发展与壮大需要依附政府。现下对于民间图书馆的发展是持鼓励态度

的，这也是为什么近年来此类机构发展如此迅速的一个原因，但是没有明确的文件对于该

类机构有明确具体而有力的支持措施。相对来说，具有农家书屋性质的农村民间图书馆政

策环境有更大的便利性，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农村民间图书馆挂了农家书屋牌子的原因。

农村环境大多数为小农经济，监管较松，因此，法律地位不明确虽然随使得民间图书

馆的发展没有必然的基层政府支持，但是一般也不会横加阻挠，毕竟这也是官员的政绩

之一。秋山书屋的起始阶段，没有法定身份依然得到了各界的支持。因此现阶段来说，

该制约因素并不是其关键的制约因素。限制其发展但是对其生存没有很大威胁。在基

层，农村民间图书馆的地位主要取决于其主管干部对其重要性的认识。

秋山书屋在刚开办时并没有与农家书屋工程相结合，由于媒体的报道，也获得了县

文体局和村委会的大力支持：县文体局捐赠了四个书架和６００余册图书，村委会提供了场

地。当然加入农家书屋后，获得了更大的支持，由１０平方米的传达室搬到了４０平方米的

党员活动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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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图书馆的宣传与推广效果是关系到其利用率的重要因素。农村民间图书馆的

宣传方式单一。秋山书屋主要是利用村内的喇叭广播和口口相传，据湖北浠水县的汪新

民老师介绍，他们书屋的也就口口相传的宣传，从没有想过其他宣传方式。这种情况下，

一般来说，知道容易了解难，也就是说，大部分村民可能知道有个图书馆，但是具体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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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制度，特别是具体的费用问题可能并不是很清楚。若是村民读书的积极性本身不是很

高的话，他一般不会考虑去享受这个服务。

现有农村民间图书馆的宣传与推广效果欠佳，其效果有赖于管理人员的热情及资

源。根据秋山书屋和汪新民图书馆的借阅记录我们知道，从开放时间以及借阅人次来

说，两者的宣传与推广模式都不理想，但是根据《民间力量·建设图书馆的政策与模式》

中针对这个问题的调查，其借阅服务的开展程度都比较理想，［８］从行为学的角度，不排

除被调查人员在这个过程中的夸大性。秋山书屋不仅仅在本村，在全省都是明星书屋，

经常有媒体来采访。但是其在秋山村中普及仍不容乐观。在书屋成立三年后仍有村民

就书屋的费用问题对创办者进行询问。现在我们为我们所知的图书馆一般都是有了一

定媒体报道的案例，可以想象，我们不知道的农村民间图书馆的情况或许更不尽如

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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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以上几点制约因素进行简单总结分析，我们就会发现现下来说生存问题对于农

村民间图书馆的最迫切的问题。以上几点制约因素中，选址、书籍的更新、合理的管理

员聘任机制、日常运行资金是会关系到农村民间图书馆的产生和生存的，而合法地位和

宣传与推广主要是针对其进一步发展的制约因素。当然合法地位也是关系到生存的关

键问题，但是由于农村特殊的政策以及生存环境，加之该类问题的解决有待于政府和当

局的努力，需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因此，将其作为发展的制约因素进行考虑和解

决。当下，我们首先应该要着力解决的是生存问题，只有能够生存下来才有发展的

可能。

根据对上述制约因素的分析，我们分别针对生存问题和发展问题进行简要分析，给

出一定的建议。选址、书籍的更新、合理的管理员聘任机制以及日常运行资金的问题是

制约其生存发展的根本问题，其中合理的管理员聘任机制是首要问题。建立农村图书馆

并不难，简化的说就是有地方、有书就可以完成建设。要使图书馆真正发挥作用，使其意

义体现出来需要在每个细节上做到完善。这其中的重中之重就是管理员的选择，管理员

是图书馆的作用到底能不能发挥和能发挥多大作用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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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民间图书馆是农民特别是农村的孩子认识世界、学习知识的一个窗口，它的出

现很大程度地缓解了农民买书难、借书难、看书难问题，可以极大程度的提高农民的读书

率。同时，农村图书馆的建设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新农村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的

建设对于加强农村基层文化建设、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丰富和活跃他们的精神文

化生活有着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这从近年来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各种农村民间图书馆的

事实中可以看到。但是它的合理有序健康发展，特别是其生存问题的需要全社会的共同

关注与帮助。

第一，选择更加合适的图书管理人员。退休的老干部是最优选择，其长期以来的威

信，并且对所在区域人员了解深入，有助于减少图书的流失以及部分干部的“拿书”行为。

秋山书屋的书籍的流失情况特别少，相关账目等都非常清晰明确，这与其管理员是原来

的村支书不无关系。退休的老师和现任老师都是可以选择的人群，退休老师的精力问题

值得考虑，在农村小学教师在退休后可以返聘，即使未被返聘也可能因为家庭的事务所

羁绊，因此，真正有闲暇时间的退休老师也不易找到。将农村图书馆建设在小卖部是一

个很好的模式，农家女书社在这个方面已经有了成功的案例。这种模式可以保证农村图

书馆足够的开放时间，而且也会对小卖部的人流量有帮助，但是小卖部毕竟是经营场所，

书籍的摆放需要一定的空间和设施，管理和监管也需要一定的精力。要对这种模式进行

推广，主要看小卖部经营者对该活动的认可度。总体来说可供选择的图书管理人员范围

还是很广的，而且人工资本一般较低。

第二，建立属于民间图书馆的共享平台。建立一个全国甚至更大范围的共享平台，

尽可能的把更多的民间图书馆以及相关的犖犌犗组织和基金会吸纳进来，方便互助与自

助体系的建立。在共享平台建立的基础上以下措施将得以实现从而有利于解决民间图

书馆的书籍和资金经验缺乏问题。首先可以进行书籍漂流活动。共享平台可以促进区

域农村图书馆互助机制的形成，用书籍漂流解决书籍更新。农村图书馆更多的意义在于

对大众知识的普及、阅读习惯的培养的促进作用，对书籍的要求不是很高，书籍漂流可以

满足大部分图书馆的更新需求。其次，有利于成立针对管理员的人力资本的专项公益基

金。共享平台可以使得犖犌犗等相关公益组织更加真实直接的了解更多的基层的农村民

间图书馆的需求，并根据其需求促进其职能的转变：由捐书或者自己建馆，到更加关注现

有农民图书馆的生存发展问题。专注于已有农村民间图书馆有以下几点优势：现有的农

村民间图书馆的出现，已经说明了其有需求；同时本地人建立的农村民间图书馆更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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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的实际情况；而且已建成已经解决了选址和部分图书问题；还有一个个绝对的志愿

者。它具有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帮助、扶持它们的发展，会使我们公益力量和基金的性

价比达到更高！最后，共享平台的建立可以实现农村民间图书馆与犖犌犗公益组织的或

者公益基金的对接。犖犌犗公益组织关注点的转变后，通过与公益基金的对接，搭起农村

民间图书馆与公益基金之间桥梁。农村民间图书馆孤军奋战的局面很大一部分是由于

创建者或者管理人员对于我国第三组织和公益基金的不了解，犖犌犗公益组织可以行使

这个职能，而共享平台的建立是这个对接的可能性的基础。

秋山书屋借阅记录（２００８．９—２０１２．４）

年份 月份 借书人次 书籍数目 年份 月份 借书人次 书籍数目

２００８ ９ ４１ ４８ ２０１０ ７ ３４ ５４

２００８ １０ ３１ ４０ ２０１０ ８ ５３ ９４

２００８ １１ ４３ ５３ ２０１０ ９ ２０ ３０

２００８ １２ ２８ ３１ ２０１０ １０ １９ ３１

２００９ １ ２３ ２８ ２０１０ １１ ３４ ６８

２００９ ２ ２６ ３７ ２０１０ １２ ２３ ４１

２００９ ３ ３３ ４１ ２０１１ １ １０ １８

２００９ ４ ２７ ２５ ２０１１ ２ ５ ９

２００９ ５ ３７ ５４ ２０１１ ３ １２ ２２

２００９ ６ ２３ ２９ ２０１１ ４ １３ ２５

２００９ ７ ２２ ３２ ２０１１ ５ １１ １８

２００９ ８ ８５ １４７ ２０１１ ６ ３ ７

２００９ ９ ２７ ４２ ２０１１ ７ ４３ ６６

２００９ １０ ３１ ４０ ２０１１ ８ ２８ ６０

２００９ １１ ４５ ５３ ２０１１ ９ １９ ３０

２００９ １２ ４０ ７３ ２０１１ １０ ９ １７

２０１０ １ ３９ ５１ ２０１１ １１ １８ ３４

２０１０ ２ １４ ２１ ２０１１ １２ ２１ ４３

２０１０ ３ ３０ ４０ ２０１２ １ １６ ３２

２０１０ ４ ２２ ３７ ２０１２ ２ ２９ ５４

２０１０ ５ ３８ ４６ ２０１２ ３ ４０ ５２

２０１０ ６ １１ ２０ ２０１２ ４ ３５ 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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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新民图书馆借阅记录（２００９．８—２０１２．５）

年份 月份 借书人次 书籍数目 年份 月份 借书人次 书籍数目

２００９ ８ ２ ３ ２０１１ １ ０ ０

２００９ ９ ０ ０ ２０１１ ２ １ １

２００９ １０ ０ ０ ２０１１ ３ １ １

２００９ １１ １ ３ ２０１１ ４ １ ２

２００９ １２ ２ ６ ２０１１ ５ ２ ２

２０１０ １ ０ ０ ２０１１ ６ ４ ５

２０１０ ２ ６ １５ ２０１１ ７ ５ ５

２０１０ ３ ７ １６ ２０１１ ８ ２ ２

２０１０ ４ １１ ３３ ２０１１ ９ ４ １０

２０１０ ５ ３ １０ ２０１１ １０ ８ ２２

２０１０ ６ ９ ３０ ２０１１ １１ ７ ３０

２０１０ ７ １ １１ ２０１１ １２ ２３ ６０

２０１０ ８ ３ ３ ２０１２ １ ７ ９

２０１０ ９ ０ ０ ２０１２ ２ ２ ２５

２０１０ １０ １ ４ ２０１２ ３ １４ ６０

２０１０ １１ ２ １５ ２０１２ ４ １１ ４５

２０１０ １２ ３ ５ ２０１２ ５ １３ 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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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王子舟：民间力量·建设图书馆的政策与模式［犕］。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２０１１：１５０。

［３］王子舟：民间力量·建设图书馆的政策与模式［犕］。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２０１１：１４５。

［４］［６］王子舟：民间力量·建设图书馆的政策与模式［犕］。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２０１１：１５６。

［５］王子舟：民间力量·建设图书馆的政策与模式［犕］。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２０１１：１４９。

［７］曾会生：多数民间图书馆遭遇生存困境［犖］。新京报，２０１０１２２０。

［８］王子舟：民间力量·建设图书馆的政策与模式［犕］。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２０１１：１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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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喜梅，（１９８８—　），河北石家庄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西方经济学专业２０１１级硕士研究生。现

在河北省“秋山书屋”创始人，兼任河北省农家书屋工程形象大使。

电子邮箱：犛狌狀狓犻犿犲犻１９９８＠狇狇．犮狅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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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创新

———带领图书馆进入２１世纪

———再谈中国西北偏远地区学校图书馆社区服

务模式的构建

□ ������������

F2=-$> %(/ '((-0%*"-(
—!2%/ *42 !"#$%$& "(*- *42 NO)*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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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ｒｅａｏｆ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Ｃｈｉｎａ

□ W&(, U;)8;(

çèé通渭县地处中国西北偏远
山区，自然环境条件差，农村信息

闭塞，交通不便。随着社会的发

展，目前，通渭人正在积极地告别

低效的传统农业，向现代高效农

业迈进。他们需要新技术、新观

念。他们在不断追求物质生活富

裕的同时，也在渴求文化生活的

享受。在青树基金会的无偿帮扶

下，通渭县第一中学图书馆西川

社区图书站，担负起了保障偏远

乡村农民的科技文化信息生活需

求之责任，探索出了一套社区图

书馆的图书服务模式。其做法

是：１．推介送书，广为宣传；２．培

训辅导，答疑解难；３．娱乐健身，

和谐家园；４．资源共享，致富赚

　　通渭县地处中国西北黄土高原，属于甘肃中部干旱地

区之一，十年九旱，土地较为贫瘠，资源匮乏，人们的物质

生活水平相对不高。但是，这里文化底蕴深厚，境内有新

石器时代温家坪遗址和战国时代秦长城遗址。历史上有

东汉末年的著名“夫妻诗人”秦嘉、徐淑等文化名人。通渭

也是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途经的具有重大历史

意义的“榜罗会议”遗址所在地。“通渭小曲”已被列入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通渭人民酷爱书画，被誉为“中国

书画艺术之乡”。２１世纪的今天，信息网络化的国际环境

里，通渭人正在积极地告别低效的传统农业，向现代高效

农业迈进。他们需要新技术、新观念。他们在不断追求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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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从而使这里的村民不断融入

现代生活，获取最大信息，增长知

识，更新观念，提升劳动技能，得

到了与世人平等发展的机会。

êëìé学校图书馆，社区图书
服务，变革服务模式，信息技术普

及推广，缩小贫富差距，科技文化

信息交流，资源共享，平等发展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犠犻狋犺犾犲狊狊狋犺犪狀犻犱犲犪犾狀犪狋狌狉犪犾

犲狀狏犻狉狅狀犿犲狀狋犪犾犮狅狀犱犻狋犻狅狀狊，犾犻犿犻狋犲犱犻狀

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犪犮犮犲狊狊犪狀犱犾犻犿犻狋犲犱狋狉犪狀狊

狆狅狉狋犪狋犻狅狀，犜狅狀犵狑犲犻犆狅狌狀狋狔犻狊犾狅犮犪狋犲犱

犻狀狋犺犲狉犲犿狅狋犲犪狉犲犪狅犳狀狅狉狋犺狑犲狊狋犲狉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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狉犲狊犻犱犲狀狋狊犻狀犜狅狀犵狑犲犻犪狉犲犵犻狏犻狀犵狌狆犻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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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犲狑犻犱犲犪狊犻狀狋犺犲狆狌狉狊狌犻狋狅犳狆狉狅狊狆犲狉犻狋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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犠犻狋犺狋犺犲犺犲犾狆狅犳狋犺犲犈狏犲狉犵狉犲犲狀犈犱狌

犮犪狋犻狅狀犉狅狌狀犱犪狋犻狅狀，犡犻犮犺狌犪狀犆狅犿犿狌

狀犻狋狔犫狅狅犽狊狋犪狋犻狅狀，犪犫狉犪狀犮犺狅犳犜狅狀犵

狑犲犻犖狅．１犎犻犵犺犛犮犺狅狅犾犔犻犫狉犪狉狔，狋狅狅犽

狅狀狋犺犲犱狌狋狔狅犳犳狌犾犳犻犾犾犻狀犵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

狀犲犲犱狊犳狅狉狋犺犲狉狌狉犪犾犳犪狉犿犲狉狊犻狀狋犺犲

犮狅犿犿狌狀犻狋狔．犜犺犲犫狅狅犽狊狋犪狋犻狅狀犻狀犻狋犻犪

狋犲犱犪狊犲狉犻犲狊狅犳狅狌狋狉犲犪犮犺狊犲狉狏犻犮犲狊：１）

狆狉狅犿狅狋犻狀犵狊犲狉狏犻犮犲狊 犪狀犱 犱犲犾犻狏犲狉犻狀犵
犫狅狅犽狊狋狅狋犺犲犱狅狅狉；２）狆狉狅狏犻犱犻狀犵狋狉犪犻狀

犻狀犵狋狅犳犪狉犿犲狉狊犪狀犱犪狀狊狑犲狉犻狀犵狋犺犲犻狉

狇狌犲狊狋犻狅狀狊；３）狅狉犵犪狀犻狕犻狀犵犳犻狋狀犲狊狊犪狀犱

犲狀狋犲狉狋犪犻狀犿犲狀狋狆狉狅犵狉犪犿狊；４）犺犲犾狆犻狀犵
犳犪狉犿犲狉狊犻狀犮狉犲犪狊犲狋犺犲犻狉犻狀犮狅犿犲犫狔狊犺犪

狉犻狀犵犾犻犫狉犪狉狔 犪狀犱 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 狉犲

狊狅狌狉犮犲狊．犜犺犲狊犲狊犲狉狏犻犮犲狊犺犲犾狆狋犺犲

犳犪狉犿犲狉狊犪犮狇狌犻狉犲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犪狀犱

犽狀狅狑犾犲犱犵犲，犽犲犲狆犪犫狉犲犪狊狋狅犳狀犲狑

狋犲犮犺狀狅犾狅犵狔犪狀犱犻犱犲犪狊，犪狀犱犻犿狆狉狅狏犲

狋犺犲狇狌犪犾犻狋狔狅犳狋犺犲犻狉犾犻狏犲狊．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犛犮犺狅狅犾犔犻犫狉犪狉狔，犆狅犿

犿狌狀犻狋狔犔犻犫狉犪狉狔犛犲狉狏犻犮犲，犆犺犪狀犵犻狀犵
犛犲狉狏犻犮犲犕狅犱犲，犐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犜犲犮犺

狀犻狇狌犲，狆狅狆狌犾犪狉犻狕犪狋犻狅狀犪狀犱犘狉狅犿狅

狋犻狅狀，犖犪狉狉狅狑犻狀犵狋犺犲犌犪狆犫犲狋狑犲犲狀

狋犺犲犚犻犮犺犪狀犱犘狅狅狉，犛犮犻犲狀犮犲犪狀犱

犜犲犮犺狀狅犾狅犵狔犐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犆狅犿犿狌狀犻

犮犪狋犻狅狀，犚犲狊狅狌狉犮犲犛犺犪狉犻狀犵，犈狇狌犪犾

犇犲狏犲犾狅狆犿犲狀狋　

质生活富裕的同时，也在渴求文化生活的享受。谁能帮助

他们实现愿望呢？图书馆应该担负起保障偏远乡村公民

的科技文化信息生活需求之责任。在青树基金会的无偿

帮扶下，通渭一中图书馆实现了这一目标。２００４年，通渭

一中图书馆在通渭县西川农业园区设立图书服务站，开辟

了学校图书馆服务向社区延伸的新渠道，实现了乡村社区

文化不断繁荣和学校图书馆功能拓展的双赢。

!! øùú=Bûüýþ

通渭一中图书馆在西川农业园区设立图书服务站后，

将学校图书通过图书站义务提供给当地农民阅读，有针对

性地开展个性化的服务，不断给村民带去科技致富的技术

和市场信息。社区农民读者对文献信息的需求，有别于校

内读者。老年读者喜欢保健、养生方面的读物，中年读者

需要反映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的信息，青年读者注重反映

科技前沿与当前流行的衣食住行等方面的资料。因此，我

们对社区读者群体进行调查研究，了解社区读者性别、年

龄、职业等特点，便于在服务中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偏

僻的地方，我们经常送书上门，向他们提供更加人性化的

服务。只要有村民电话借书，图书站随时托人及时送书到

户。我们组织村民互帮互学，开展科学技术与信息的互相

学习和交流，开展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和研讨；面对农民

家长工作繁忙，孩子放学回家后往往无人监管的现状，图

书站接受小学生阅读，积极引导孩子们开展校外探究性学

习，图书站成了孩子们的“校外学堂”。从而爱书、读书的

农民越来越多，他们或集中阅读，或借书在家中阅读，学技

能、学为人之本、学养生之道，从而改变了农民寂寥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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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丰富了知识、陶冶了情操、增长了智慧。所以，通渭人都说“千吃万吃，不如通渭人的

小吃；金山银山，不如青树图书馆的书山”。

"! -ÿ!�B"#�$

面朝黄土背朝天，受自然条件的限制，当地农民的工作非常辛苦，很多人只知道埋头

苦干，不知道信息致富。因此，图书站经常面向他们开展信息素质教育，这种教育主要通

过对他们的培训来实现。如：集中在图书站开办讲座和专题报告，举办读书会、专题展

览，甚至通过定期组织社区读者去一中图书馆和县图书馆实地参观。通过培训，使他们

能熟练利用各种文献资源。能准确表达自己的文献信息需求，能掌握获取文献信息的途

径、方法及所使用的网络技术和工具。提高他们获取信息资源的能力。受文化知识水平

的限制，村民在读书学习中遇到的疑难问题很多。如果不及时予以解答，便会严重挫伤

他们读书的热情和愿望。我们充分依托通渭县农业科技园区的技术资源，联合社区医疗

卫生服务站、县农技推广中心等单位，定期举办培训班，请有关的专业人士授课，涉及种

植、养殖、卫生保健、创业等广泛内容，针对村民需求答疑解难。同时广泛倾听他们的意

见和建议，尽量满足他们的需要。组织他们去县农业科技园区、县工业园区参观学习，他

们在学习技术的同时，深入了解现代化农业的效益及成果，树立改变传统农业而依靠科

技致富的理念，从而进一步增强了求知欲，提高了读书的热情。

#! %�]&B6'´(

过去，受经济条件的限制，当地村民文化生活极其贫乏。通过对１００名不同文化程度

村民的问卷调查，他们的日常文化生活方式除了看电视外，就只有“抹牛九”、“挖烂泥”、

“摇碗子”。农闲时，一走进农村，闲散的农民三五成群“抹牛九”、“挖烂泥”、“摇碗子”随

处可见，而且都是赌小钱，一次牌局的输赢大部分在上百元。其他的像棋类、球类活动开

展得很少，进行业余文艺活动的人更少，针对这种现象，图书站组织村民开展了，“热爱传

统，热爱家园，热爱自己”的主题读书活动，提倡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学习《千字文》、《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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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弟子规》、《朱子治家格言》等儒家文化的启蒙教材，引导他们阅读养生医疗保健之

类的书报。２０１０年冬季，得到青树基金会小项目的资助，我们组织社区农民组建了“通渭

小曲”自乐班，这些“通渭小曲”爱好者们，茶余饭后，喜庆之余，在庭院、在地滩、在村落里

弹唱小曲，使这种古老的山里人的民间“音乐会”得到了弘扬。村民们自娱自乐，展示他

们的文化技艺，宣泄他们丰富的感情。他们有时几个人拥炉而坐，伴随着西北山里人罐

罐茶特有的清香，边喝边唱；有时几个人在暖烘烘的热炕上，围着炕桌，吃着小菜，饮着烈

酒，弹唱小曲，曲尽人醉，心旷神怡，宠辱皆忘，其喜洋洋者矣。

同时，我们对“通渭小曲”的曲谱进行了搜集和整理，编印成《通渭小曲曲谱集》，以免

费提供当地通渭小曲爱好者阅读。久而久之，山区村民的生活方式得到彻底改变，打牌

少了，吸烟少了，锻炼多了，睡眠足了，生活有规律了，心理素质好了，道德水平高了。村

民张子芳老人已７０多岁，患胃病多年，村民对他的描述是：“抹牛九，摇碗子，怀里揣着药

罐子，家里是个烂摊子，老了还是个二杆子”。图书站把他作为重点扶持对象，请他看书，

或送书上门。促使他成了图书站忠实的读者，发扬他酷爱“通渭小曲”的优点，加入了自

乐班，学拉手提琴。他现在能演奏通渭小曲５０多个曲子，懂得了养生长寿之道，改掉了不

良生活习惯，他虽年逾古稀，可满面红光，身体硬朗，弃了药罐子，成了好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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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社区读者获得最大的科技致富信息，西川图书站进行了网络信息的开发和利

用，以解决因自身馆藏书籍不足而有时无法满足用户需求的现实。我们根据用户的需求

趋向。对网上信息资源进行搜集、分类、整理、加工。方便社区读者检索、下载和使用网

络信息。我们学习引进网上资源信息导航系统和服务主页制作技术。使社区读者一旦

进入一中图书馆或县图书馆主页或导航系统。就能找到自己想找的文献信息。我们正

在学习构建社区读者远程访问管理平台。让那些能够在家里上网的社区读者不必亲自

到图书站来，只要通过自己家里计算机访问一中图书馆或县图书馆网站，就可进行书目

检索、书刊预约、续借。通过授权的账号登录，就可以使用一中图书馆或县图书馆的所有

网络资源。我们对一些山区村民进行网络资源检索能力培训，手把手教给他们查找网络

资料的方法。使他们能方便自如地使用一中图书馆及网上的各种资源。同时，我们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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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通渭一中的科研和人才优势，探索为一些农民小型企业提供竞争性的情报服务，如

产品技术指标、销售情况、市场占有率等方面的信息。采取这些措施，极大地拓宽了农民

的致富和赚钱手段。目前，在图书站２０００多户农民读者中，有５０户蔬菜种植大户，４５户

养殖户，年收入均达到５万元以上。１０００多户农民靠地膜覆盖种植玉米，每年增产粮食

在４０００公斤以上。其中涌现出了一批科技致富能手，如食用菌种植大户毛胜辉、何贵

琴、张羊哇等，脱毒马铃薯良种繁殖户周爱兰，植树大户高耀清等，他们靠技术发家致富，

远近闻名，成了当地的名人。

通渭一中图书馆西川社区图书站已面向社区农户借阅图书达２万多人次，极大地推

动了当地农民致富的步伐。８年来，社区村民的人均年纯收入，由２００４年的１２００元，猛

增到２０１１年的１００００元。同时村民的道德修养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涌现出了“孝亲模

范”、“教子模范”、“家和模范”户。这种突飞猛进的发展与图书站的无偿服务密不可分。

青树基金会帮扶的西川社区图书站现已成为县图书馆、一中图书馆与社区村民信息沟通

的桥梁；是农民致富的阶梯；是弘扬传统文化道德的摇篮；是山里人向文明迈进的指路明

灯。我们确立的图书站的发展规划是：

１．多方求援，筹措资金，进行硬件建设，以扩大规模。目前图书站仅占用一间３０犿２

的小房子，来图书站阅读的读者多了，只好蹲在院子里的地上阅读，遇到雨雪天气，就无

法让读者阅读。随着读者对电脑运用技术的提高，他们渴求能在图书站上网浏览信息，

但目前无法满足读者的这些需求。因此，我们规划，多方筹措资金，今后五年内建成分别

达到８０犿２使用面积的阅览室和多媒体室，并建成村民娱乐室、健身室等设施，购置运书

车，力争将图书服务站建成为黄土高原上贫困山区农村独一无二的青树图书馆。

２．实践“上挂、横联、下辐射”的乡村图书服务模式，以发挥更大的功能。上挂：西川

图书站隶属于通渭一中图书馆，并挂靠县图书馆，实现了部分资源共享。今后图书站力

争挂靠到一些大学院校图书馆及省级图书馆。因为那些图书馆属于国家公民公共资源，

偏远乡村的农民同样有享受公共资源的权利，而让偏远乡村的农民从大学院校图书馆及

省级图书馆获得各种资料信息，也是这些公共资源占有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所

以，西川图书站争取成为大学院校图书馆及省级图书馆服务于山区农民的桥梁。横联：

目前通渭农村有很多微型图书馆，叫“农家书屋”，虽然藏书不多，但所藏书籍很适合农民

阅读，所以，今后，西川图书站也要以“农家书屋”自居，和一些“农家书屋”横向联合，互通

有无。下辐射：在图书站周围５公里以外，每个村庄就是一个山坳，一个村庄去另一个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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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也要翻山越岭，因此，图书站今后计划在每个村庄设立一个图书流动站，每一个星期更

换一次图书，更加方便村民阅读。

３．打造一支开放式的义工服务团队，使图书站义务服务上台阶，上水平。吸纳社会

贤达、有识之士参与图书站的义务服务；吸纳大学生参与图书站社会实践活动；吸纳当地

农民自愿参与图书站义务服务。扩充通渭小曲演唱“自乐班”成员，弘扬传统艺术，繁荣

农村文化生活，继续传播知识，普及科学，推广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传递市场信息，帮助

农民致富。努力把图书站办成农民的终身学校。

ðñòó

　　［１］王维平、牛托稳：通渭青树乡村图书馆信息服务探索［犑］。图书与情报，２０１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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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学云，男，１９６１年１０月生，大学本科学历，省级骨干教师，市级优秀教师，中学高级教师。１９８１

年７月至今先后任教于通渭县李店中学、通渭县职业中专，通渭县通和中学。２００２年元月兼任通渭县

农业高新技术园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通渭县洋洋菌业园技术总裁，并受聘担任通渭一中图书馆西川

社区图书站站长。

１９９７年获得定西地区生物教学优质课二等奖，１９９９年被评为定西地区优秀教师，同年，独立完成

的教育科研项目“贫困地区农村女青年实用技术需求探讨”获甘肃省教委教学科研成果一等奖；２０００年

被确立为甘肃省首批省级骨干教师；２００４年主持完成市科技局下达的科研项目“食用菌产业工程技术

研究与推广”，经甘肃省科技厅组织的专家鉴定，成果水平达到国内先进。工作期间发表专业论文２０

多篇，２００６年６月，“犔犜犔犈２００６信息技术与教育—伦理道德”国际学术研讨会，学术报告《中国西北偏

远地区学校图书馆社区服务模式的构建与思考》被评为该届研讨会学术报告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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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中求发展　共享中求创新

———以通渭县图书馆与其他机构合作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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çèé甘肃省通渭县图书馆，是
西部贫困地区一所公共图书馆，

近年来通过与社会其他机构的合

作，得到了快速发展。在与青树

教育基金会的合作中，率先在全

省图书馆界中实现自动化管理，

转变了服务理念，以小型项目、拓

展服务的方式，对社区群众开展

各项信息服务工作；在与杭州市

图书馆的合作中，建起了杭州市

图书馆事业基金会美术资料阅览

室；在与甘肃省图书馆的合作中，

建立了馆际服务流通站。在合作

中求发展，在共享中求创新。

êëìé公共图书馆事业，其他
社会机构，合作共享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犜狅狀犵狑犲犻犔犻犫狉犪狉狔犻狊犪狆狌犫犾犻犮

犾犻犫狉犪狉狔犾狅犮犪狋犲犱犻狀犪犱犲狆狉犲狊狊犲犱犪狉犲犪狅犳

!! lm

２１世纪是知识经济的世纪，在知识激增、信息爆炸的

现代社会，随着文献信息量的迅猛增长，图书馆面临着极

大的挑战，传统的办馆模式已经不适应信息时代的要求：

一方面，单个图书馆读者的多层次信息需求越来越难以满

足；另一方面，图书馆之间又存在着重复收藏，浪费严重。

因此，图书馆与其他社会机构之间开展协作，加强信息资

源的有效配置，实现资源共享，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同

时，随着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为人们提供了

一种全新的信息交流方式；图书馆自动化程度的提高，数

字化图书馆的建设，从技术上为图书馆之间的资源共享提

供了支持和保障，通过网络远程访问资源成为现实。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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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犠犲狊狋犲狉狀犆犺犻狀犪．犐狋犺犪狊犵狉狅狑狀狉犪狆

犻犱犾狔狅狏犲狉狋犺犲狆犪狊狋犳犲狑狔犲犪狉狊犫狔犲狀

犵犪犵犻狀犵 犻狀 犮狅犾犾犪犫狅狉犪狋犻狏犲 狆狉狅犼犲犮狋狊

狑犻狋犺狊犲狏犲狉犪犾狅狉犵犪狀犻狕犪狋犻狅狀狊．犉狅狉犲狓

犪犿狆犾犲，犻狋犮狅犾犾犪犫狅狉犪狋犲犱狑犻狋犺狋犺犲犈狏

犲狉犵狉犲犲狀犈犱狌犮犪狋犻狅狀犉狅狌狀犱犪狋犻狅狀．犃狊

犪狉犲狊狌犾狋，犻狋犻狊犻狀犪犾犲犪犱犻狀犵狆狅狊犻狋犻狅狀

犻狀狋犪犮犽犾犻狀犵狋犺犲狆狉狅犫犾犲犿狅犳犪狌狋狅犿犪

狋犻狀犵犾犻犫狉犪狉狔犿犪狀犪犵犲犿犲狀狋犻狀犌犪狀狊狌．

犗狌狉犾犻犫狉犪狉狔犺犪狊犪犾狊狅狋狉犪狀狊犳狅狉犿犲犱

狋犺犲犮狅狀犮犲狆狋狅犳狊犲狉狏犻犮犲．犕狅狉犲狅狏犲狉，

犻狋犺犪狊犫犲犲狀狊犲狉狏犻狀犵狋犺犲犮狅犿犿狌狀犻狋狔

犫狔犮狅狀犱狌犮狋犻狀犵狊犿犪犾犾狆狉狅犼犲犮狋狊犪狀犱

狅狌狋狉犲犪犮犺狊犲狉狏犻犮犲狊．犐狋犺犪狊犮狅犾犾犪犫狅狉犪

狋犲犱狑犻狋犺狋犺犲犎犪狀犵狕犺狅狌犘狌犫犾犻犮犔犻

犫狉犪狉狔．犃狉犲犪犱犻狀犵狉狅狅犿犱犲狏狅狋犲犱狋狅

狋犺犲犳犻狀犲犪狉狋狊狑犪狊犫狌犻犾狋狑犻狋犺狋犺犲犺犲犾狆

狅犳狋犺犲犎犪狀犵狕犺狅狌犔犻犫狉犪狉狔犉狅狌狀犱犪

狋犻狅狀．犃 狆犪狉狋狀犲狉狊犺犻狆 狑犻狋犺 犌犪狀狊狌

犘狉狅狏犻狀犮犻犪犾犔犻犫狉犪狉狔狉犲狊狌犾狋犲犱犻狀狋犺犲

犲狊狋犪犫犾犻狊犺犿犲狀狋狅犳犪犮犻狉犮狌犾犪狋犻狅狀狊狋犪

狋犻狅狀狋狅犲狀犪犫犾犲狊犲狉狏犻犮犲犫犲狋狑犲犲狀犾狅犮犪犾

犾犻犫狉犪狉犻犲狊．犜狅狀犵狑犲犻犔犻犫狉犪狉狔狊犲犲犽狊狋狅

犱犲狏犲犾狅狆 狑犺犻犾犲 犮狅狅狆犲狉犪狋犻狀犵 狑犻狋犺

狅狋犺犲狉狊狅犮犻犪犾狅狉犵犪狀犻狕犪狋犻狅狀狊，犪狀犱狋狅

犫犲犻狀狀狅狏犪狋犻狏犲犻狀狋犺犲狆狉狅犮犲狊狊狅犳狊犺犪

狉犻狀犵．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狆狌犫犾犻犮犾犻犫狉犪狉犻犪狀狊犺犻狆，狅狋犺犲狉

狊狅犮犻犪犾狅狉犵犪狀犻狕犪狋犻狅狀狊，犮狅狅狆犲狉犪狋犻狅狀犪狀犱

狊犺犪狉犻狀犵　

馆事业发展到今天，合作已不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

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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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渭县图书馆历史悠久，据《通渭县志》记载，早在明

清时期已具雏形。１９７９年１１月正式挂牌成立。近年来，

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各社会群体的大力支持下，

我县图书馆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现有藏书１０万余册，形

成了以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为基础的综合性藏书体

系，尤其突出了农业、文学、教育及其综合性工具书的收

藏。其中古籍图书８６００余册，部分具有较高的收藏价值，

如《历代通鉴撰要》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收

藏报刊４０余种１２０００余册，其中人民日报、甘肃日报、《当

代》等报刊存档年限在５０年以上。地方文献８６７种１０００

余册。馆内设有自学室、外借室、少儿阅览室、报刊阅览

室、古籍文献室、地方文献与工具书库、报告厅、杭州市图

书馆基金会美术资料阅览室、过期报刊库和电子阅览室。

在２００９年第四次全国公共图书馆评估中，晋升为国家“二

级图书馆”，进入全省８９个馆前十名的行列。连续两年被

县委、县政府授予“文明单位”。

这些成果的取得，仅仅依靠政府和图书馆工作人员，

很难满足社会公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使图书馆服

务效益最大化。正是因为图书馆发掘和利用社会各界力

量参与图书馆事业，弥补了政府投入图书馆事业的人力、

财力之不足。社会参与图书馆事业是提高资源投入的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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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图书馆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一部分，要在短期内实现“普遍均等，惠及全

民”这一目标，与社会力量合作办馆则不失为一个有效的途径。其意义不仅仅是在短时

间内就能获得外部财力物力支持，加快图书馆网群的建设，更重要的是图书馆在与社会

力量合作时，能够各取所需、双赢互利，同时让自身融入社区、在延伸服务中获得创新

能力［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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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社会力量参助图书馆事业的模式远比政府出资办馆的模式要丰富、多样，依

照办馆助馆的运行方式，我们可大致将社会力量参助图书馆的模式划分出四种基本类

型：社会力量独立建馆办馆、社会力量捐资或捐书助馆、社会力量与图书馆合作办馆、社

会力量以志愿者身份参助图书馆［２］。美国青树基金会对我馆的援助就属于社会力量与

图书馆合作办馆。

美国青树教育基金会（犺狋狋狆：／／狑狑狑．犲狏犲狉犵狉犲犲狀犲犱狌犮犪狋犻狅狀．狅狉犵）是赵耀渝教授（犇狉．

犉犪犻狋犺犆犺犪狅）及海外侨胞于２００１年在美国加州旧金山成立的非盈利组织。其宗旨是通过

帮助中国乡村建立现代化图书馆，提升农村人群的信息素养，为加速这些地区的教育、社

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提供助力［３］。近年来青树图书馆服务通过纵向和横向两个方向发

展。纵向发展指的是图书馆自身的建设，以图书馆管理自动化作为第一阶段，服务的平

等化、人性化、多元化和社区导向为第二阶段；第二阶段又分为图书馆基本服务建设和拓

展服务建设两个阶段：在基本服务建设阶段，青树帮助图书馆在实现管理自动化的基础

上，通过提升图书馆的服务来吸引目标人群，实现对图书馆资源的高效利用。在拓展服

务建设阶段，青树图书馆图书馆结合区域图书馆体系资源或社区资源，在服务的广度和

深度两方面进行拓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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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渭一中是青树援助的项目学校，自２００１年来对一中已经投资了大量的图书和计算

机设施。但是一中在为当地民众提供公共图书馆服务上有一定的局限性，我们主动联

系，陈述了我们在地方民众的图书服务工作中的非常优越条件。２００４年美国圣荷西州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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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教授、青树基金会负责人刘正福先生来通渭，指导与协调了学校图书馆与县公共图

书馆的合作，我们积极配合，成为其合作馆之一。次后，基金会对通渭县图书馆进行了大

力的援助，先后为县图书馆自动化管理配置电脑２３台，华夏２０００图书馆自动化管理系统

１套、图书２５４７册、健康类期刊１３种。并以基层乡镇为主线建立了义岗镇流通站、常河

镇流通站、农业园区流通站。在甘肃省县级公共图书馆中率先实现图书馆业务自动管理。

X:#:!&{|àÛlÿTôõ#$mnÚ]÷øT�;mnÚPQ<=

青树为了开拓援助单位人员的视野，转变观念，提高专业技能。每两年召开一次“信

息技术与教育”的国际学术研究会，一方面邀请国际与国内的图书馆与教育专家学者对

青树乡村图书馆管理人员进行先进理念的教育，另一方面，让青树乡村图书馆管理人员

进行经验交流，让专家评判，让同行学习。每次研讨会，都邀请了全球文化教育界和图书

馆界知名度很大的专家学者，立足世界图书情报学的前沿，进行建设性的交流。截至目

前青树基金会在中国北京、云南、浙江、甘肃举办了四次学术研讨会。同时组织了各种培

训达９次，内容涉及图书馆管理的专业知识、图书管理软件的应用、网络知识培训等方面。

同时还组织各点青树图书馆人员参观考察外地图书的先进经验，如今年５月份组织２０多

人去台湾，参观了１所大学图书馆，２所中学图书馆，１所私人图书馆，１所公共图书馆。

参观学习者为台湾同行的图书馆人性化服务所折服。几年来，青树基金会每次召开会

议，每个援助单位有参会人员，我馆积极派人参加。通过学习和交流，我馆管理人员将国

际上的最先进的理念和经验引入到自己的工作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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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树在协助我们完成了自身建设后，开始指导我们在馆内开展小项目。青树小型项

目旨在增进阅读，改善流通，提升对目标人群基本服务的质量。图书馆小型项目具有如

下特点和作用：首先，由于小型项目规模小，易操作。通过持续地开展小型项目，图书馆

将循序渐进地达到适合的馆藏，较好的流通率，从而促进图书馆持续健康发展。其次，鉴

于小型项目风险小，便于操作和评估。图书馆可以有意识地将小型项目设计为拓展项目

的试点，从把握需求和方式方法上为拓展服务项目的设计和实施进行探索，从而为后期

项目的开展积累了大量经验。第三，小型项目在设计上可以灵活多样，因地制宜。通过

小型项目的流程和实践，项目图书馆与青树基金会实现了理念和运作方式的分享与

认同［４］。

我馆开展了自青树小项目开展以来，先后得到青树支持的小项目活动有《通渭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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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讲坛、《悦读导报》、少儿故事会、携老网上游等。每次活动都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

果，同时也提升了我们的服务能力，扩大了图书馆的知名度，也吸引了大批的读者走进图

书馆，利用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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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树援助的公共和社区图书馆比较少，大部分处在基本服务建设阶段。个别经历了

长期合作，发展比较成熟的公共图书馆（如甘肃通渭图书馆）已经在拓展服务方面做了不

少尝试。对公共／社区图书馆而言，拓展服务从为不同社区人群定制阅读和信息服务，到

力求成为社区的信息和文化中心并辐射乡村［５］。我馆积极开展了拓展服务：如我馆和学

校图书馆联合，充分利用图书馆服务宣传周，全民读书宣传月等活动，双方合作共同开展

一系列读书活动。在社会群众和校内学生中开展图书馆的宣传，定期召开读者座谈会，

每年在学校开展读书征文活动。２００８年度在青树的指导和鼓励下，通渭县图书馆开展了

农村沼气推广的大型项目工作，在一年的时间里，调动各类学校主动下乡，配合县能源

站，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沼气宣传推广工作。通过编写了《通渭县农村沼气使用手册》，在

城区学校开展了以“再生能源的利用”为主题的征文活动和绘画比赛活动，与县能源办合

作举办沼气推广培训班，利用文化共享工程的投影设备和馆藏的沼气类图书资料，进村

进社开展沼气推广应用的宣传活动。通过宣传和推广，我县顺利完成了２００８年国家农业

部农村沼气国债项目下达的农村一池三改沼气项目２０００户，总投资７００万元的任务。

２００９年在全县开展了健康教育活动。我们馆围绕健康教育，创办《健康文摘》，此刊物两

月一期，免费向馆内所有读者、社区居民、学校的学生老师发放。目前已编制了十期。开

展“健康讲座”，利用视频讲座组织社区居民及馆内读者进行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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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图书馆基金会（犎犪狀犵狕犺狅狌犔犻犫狉犪狉狔犉狅狌狀犱犪狋犻狅狀）成立于２００３年，是中国第一家

图书馆基金会，属于地方性公募基金会。自成立至今，杭州市图书馆基金会开展了“捐一

本好书、献一份爱心”、“十大书香人家”、“十大藏书人家”、“非凡六一、共享蓝天”图书义

卖、“爱心读者观看《天鹅湖》”、“通渭美术资料阅览室”、“爱心图书馆捐赠”、“基金会慈善

笔会”、“乡镇基层图书馆（室）调研”等多个项目，对基层图书馆进行款物、人力等方面的

支援，受到了普遍好评［６］。

通渭县是中国书画艺术之乡，最大的特色是写字画画的人多，无论男女，无论老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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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无论干部农民，据不完全统计，如今在全县从事书画专业与业余创作的人员达３０００人

以上，爱好者达８０００多人，在这样一种文化氛围下，我馆多年来想建立一个美术阅览室，

收藏一定数量的书画艺术类的图书资料，为普及和提高本县书画爱好者的艺术创作水平

提供全面的服务。但因经济条件所限，未能如愿。２００８年，杭州图书馆事业基金会针对

通渭是中国书画艺术之乡这一名片优势，建立了美术资料阅览室，给通渭县图书馆已捐

赠了１０万余元的书画艺术类图书，共２３３２种３０００余册。这批图书囊括了全国各大专

院校美术学院的所有美术类考生的考前辅导资料，前来我馆借阅图书的学生说“图书馆

的美术考生辅导资料，不要说在通渭，即使在全甘肃省也是无法见到。”阅览室一经开放，

受到了当地书画爱好者的热烈的欢迎，来我馆借书者络绎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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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图书馆本着“读者至上，服务第一，勤奋求实，开拓进取”的办馆思想，加强文

献资源建设，深化读者服务工作，开展馆际协作协调，加快自动化建设步伐，不断寻求多

层次发掘文献资源潜力，更好地发挥图书馆各项社会职能的有效途径［７］。通渭县图书流

通站是甘肃省图书馆服务的有效延伸。２００６年，我馆建立了省图书馆图书服务流通站，

并一次性配置图书２０００册，每个季度一更新。流通站的建立，是资源共享的最大体现，

既丰富了我馆馆藏，方便最大多数人获取所需知识与信息，又使得图书更新率上升。在

其他方面，甘肃省图书馆对通渭县图书馆也给予了很大的支持与援助，先后援助我馆大

木质书架４０个，铁皮期刊架１０个，办公桌１０个，办公椅１０个，阅览椅３６个。这些设备

虽然油漆脱落，破损严重，但经我们重新维修油漆，和新设备不差一二。这样我们基本上

解决了馆内的设施设备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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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通渭县图书馆在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社会各界的全力帮扶下，特别

是２０１１年免费开放政策的实施，步入了发展轨道。但是还存在许多困难还需要社会各界

的帮助，我们的合作之路将越走越宽广。

在青树基金会的协助下，我们会更深入地在做好拓展服务，走出馆门，将各种信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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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不同的方式送给社区居民。

在杭州市图书馆基金会的帮助下，我们有理由在通渭建成一个全国县级馆中美术资

料类图书最多的阅览室。同时我们真诚的希望能够共享到杭州市图书馆一些数字资源，

并对我馆工作人员进行技术指导。

我们坚信，有合作就会得到发展，有资源的共享就会有所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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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王子舟：伟大的力量来自于哪里———解读社会力量办馆助馆［犑］。中国图书馆学报，２０１０（３）：

２６—３３。

［２］王子舟：社会力量参助图书馆建设的可行模式［犃］。信息技术与教育借鉴最佳实例———第四

届信息技术与教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３２４—３４３。

［３］［４］［５］张昱、周文杰：青树乡村图书馆建设之路［犑］。图书与情报，２０１０（３）：４０—４５。

［６］刘兹恒、严越君：对我国本土图书馆基金会的探索———杭州市图书馆基金会调查报告［犑］。中

国图书馆学报２０１２（１）：２１—２４。

［７］甘肃省图书馆：甘肃省图书馆简介［犗犔］，［２０１２０９１３］。犺狋狋狆：／／狑狑狑．犵狊犾犻犫．犮狅犿．犮狀／犵狋犼犼．犪狊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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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红梅，女，汉族，１９８３年１０月出生，甘肃省通渭县图书馆助理馆员。

通讯方式：甘肃省通渭县平襄镇西街２号（邮编：７４３３００）

电子邮箱：犳犺狅狀犵犿犲犻１０２６＠１２６．犮狅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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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阅读推动农家书屋前行

———“好书伴我成长”青树项目阅读活动

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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çèé农家书屋是县级图书馆的
派生物，是最基层图书阵地的延

伸，是知识传播、科学普及、信息

传递的重要基层文化阵地，是广

大农民接受终身教育的基地。做

好图书的宣传推荐、了解读者对

图书需求及信息反馈、图书的增

添更新、合理引导村民读书用书

则是开展好形式多样的阅读活动

的必备条件。一本好书可能影响

一个人的一生，一本好的三农读

物可能改变一个村庄的经济面

貌。作为县图书馆，倡导营造一

个好读书、读好书的良好氛围，通

过农家书屋深入开展形式多样的

阅读活动，引导各行各业共同参

与，让阅读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

分，让读者用心阅读经典、阅读书

籍文化中认识世界、感悟人生，才

　　一本好书可能影响一个人的一生，一本好的三农读物

可能改变一个村庄的经济面貌。农家书屋是县级图书馆

的派生物，是最基层图书阵地的延伸，是知识传播、科学普

及、信息传递的重要基层文化阵地，是广大农民通过阅读

接受终身教育的基地。丹凤建有２０８个农家书屋，怎样充

分发挥这些书屋的作用呢？

在阅读活动开展过程中，丹凤茶房孙太启书屋让我们

眼前一亮，县图书馆在棣花镇茶房村孙太启农家书屋投放

少儿读物及文学作品３００余册（包括项目图书１３０册），该

书屋在门前的橱窗进行宣传，在相邻的中小学门前张贴海

报，阅读活动开展以来，前来书屋借阅的人数不断攀升，以

前每天借阅人数在１０左右，而今年５月份平均每天达１９

人，最多的一天达３１人，活动效果明显，对附近农家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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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真正成为一座没有围墙的大

学，才能走得更远。

êëìé农家书屋，阅读，推荐，
激励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犜犺犲狏犻犾犾犪犵犲犾犻犫狉犪狉狔犻狊犪犱犲

狉犻狏犪狋犻狏犲狅犳狋犺犲犮狅狌狀狋狔犾犲狏犲犾犾犻犫狉犪狉狔

犪狀犱犪狀犲狓狋犲狀狊犻狅狀狅犳狋犺犲犮狅狀犮犲狆狋狅犳

犫犪狊犻犮犾犲狏犲犾犾犻犫狉犪狉犻犲狊．犐狋犻狊犪狆犾犪犮犲狅犳

犮狌犾狋狌狉犪犾狊犻犵狀犻犳犻犮犪狀犮犲犻狀犱犻狊狊犲犿犻狀犪狋犻狀犵

犽狀狅狑犾犲犱犵犲犪狀犱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犪狀犱狋犺犲

狆狅狆狌犾犪狉犻狕犪狋犻狅狀狅犳狊犮犻犲狀犮犲．犐狀狆犪狉狋犻犮狌

犾犪狉犳狅狉犳犪狉犿犲狉狊犪狊犪犵狉狅狌狆，犻狋犻狊狑犺犲狉犲

狋犺犲狔犮犪狀狉犲犮犲犻狏犲犾犻犳犲犾狅狀犵犲犱狌犮犪狋犻狅狀．

犜狅狅狉犵犪狀犻狕犲狉犲犪犱犻狀犵犪犮狋犻狏犻狋犻犲狊犻狀狏犪狉犻

狅狌狊犳狅狉犿狊，犻狋犻狊狀犲犮犲狊狊犪狉狔狋狅狆犾犪狀犫狅狅犽

犪犱狏犲狉狋犻狊犲犿犲狀狋狊犪狀犱狆狉狅犿狅狋犻狅狀狊，狋狅犫犲

犳狌犾犾狔犪狑犪狉犲狅犳狉犲犪犱犲狉狊狀犲犲犱狊，狋犻犿犲犾狔
犻狀狌狆犱犪狋犻狀犵狆狌犫犾犻犮犪狋犻狅狀狊，犪狀犱犮犺狅狅

狊犻狀犵狊犲狀狊犻犫犾犲狑犪狔狊狅犳犾犲犪犱犻狀犵犳犪狉犿犲狉狊

狋狅狉犲犪犱．犠犻狋犺狋犺犲狀狅狋犻狅狀狋犺犪狋犪犵狅狅犱

犫狅狅犽犮犪狀犻狀犳犾狌犲狀犮犲犪狆犲狉狊狅狀狊犾犻犳犲，犪

犵狅狅犱犫狅狅犽犻狀犪犵狉犻犮狌犾狋狌狉犲犻狊狅狀犲狋犺犪狋

犺犪狊犪狆狅狊犻狋犻狏犲犻狀犳犾狌－犲狀犮犲狅狀狋犺犲狉狌狉犪犾

犲犮狅狀狅犿狔．犘狉狅狏犻犱犲犱狑犻狋犺犪狀犲犱狌犮犪

狋犻狅狀犪犾犲狀狏犻狉狅狀犿犲狀狋，犳犪狉犿犲狉狊犪狉犲犻狀

狏狅犾狏犲犱犻狀狏犪狉犻狅狌狊狉犲犪犱犻狀犵犪犮狋犻狏犻狋犻犲狊狅狉

犵犪狀犻狕犲犱犫狔狋犺犲犞犻犾犾犪犵犲犔犻犫狉犪狉狔犪狀犱犾犲狋

狉犲犪犱犻狀犵犮狅犿犲狋狅犫犲犪狆狉犻犿犪狉狔狆犪狉狋狅犳

狋犺犲犻狉犾犻犳犲．犞犻犾犾犪犵犲犔犻犫狉犪狉狔犻狊狋犺狌狊犪犮狋

犻狀犵犪狊犪狀犻狀狏犻狊犻犫犾犲狌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狑犺犲狉犲

犲狏犲狉狔狅狀犲犮狅犿犲狊狋狅狌狀犱犲狉狊狋犪狀犱狋犺犲

狑狅狉犾犱狑犻狋犺狋犺犲犺犲犾狆狅犳狉犲犪犱犻狀犵犪犮狋犻狏犻

狋犻犲狊．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犞犻犾犾犪犵犲犔犻犫狉犪狉狔，狉犲犪犱犻狀犵，

犪犱狏犲狉狋犻狊犲犿犲狀狋，狊狋犻犿狌犾犪狋犻狅狀

阅读活动的开展带动明显。随着丹凤县图书馆对农家书

屋培训工作的开展，涌现了一大批孙太启式的农家书屋，

极大地激发农民阅读兴趣，唤醒农民读书良知，不断掀起

了一浪高于一浪的读书用书高潮，农家书屋已成为人民共

建共有共享的“精神家园”新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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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　不断改善和优化农家书屋的服务环境，是发挥

其作用的前期条件。选址上，我们选择群众相对集中，交

通相对便利，有２０平方米以上空间的房屋，有些设在村党

员活动室，有些设在群众家中，有些设在学校。管理人员

选择上突出责任心和服务意识，其中有退休干部，有大学

生村官，有村干部，也有群众，充分体现书屋选址用人的灵

活性和建成后的服务功能。具体做到有书架，有阅览桌

椅，并搞好室内环境布置，开辟宣传专栏、张贴纸画等，营

造气氛，让农民走进书屋立刻感到一种文化享受。为此今

年４月底，我馆对２０８个书屋管理员进行了３天的培训，会

上专门交流推广了茶房等书屋的经验。

１．２　加强图书的宣传推荐是进行阅读活动的前提。

要进行阅读活动，就要让群众知道书屋有什么书，因

此加强图书的宣传推荐非常重要。怎样宣传推荐图书，我

们首先要掌握读者文化层次、年龄结构等情况，结合本村

的村情、村况，因地制宜有侧重点的进行推荐，也可结合不

同季节有选择地推荐，让农民走进“书屋”，看到自己所需

要的图书。根据农村实际情况，我们采取了下面几种简单

方法宣传，效果比较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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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１　及时介绍新书。利用小黑板，写出需要宣传推荐的图书书名和内容提要，一

次介绍一两册即可，及时更新，用彩色粉笔书写的效果更佳，扩大阅读活动的知晓率。

１．２．２　举办书刊展览。利用空余书架或橱窗、书柜，将需要宣传、介绍的图书陈列

出来，或举办特色展览，如组织反映某个课题（如农村养殖）的多种图书进行展览或陈列，

扩大阅读活动的吸引力。

１．２．３　开展书评活动。组织部分阅读能力强的村民，阅读某本书后，写出书评或读

后心得，进行阅读交流座谈，同时布置书评专刊或读书心得专栏，扩大读书影响，吸引更

多的村民来借书、读书、用书。此外，借助村村通广播来宣传读书、用书的典型事例，做到

家喻户晓都能知道，扩大阅读活动影响力。

１．３　了解读者的需求，进行图书添新更换是做好阅读活动的基础。

做好宣传之后就要不断丰富贴近农民阅读需求的出版物品种，吸引更多的农民走进书

屋，让走进书屋的农民有更多更喜爱的出版物可读，享受到更多的精神文化熏陶和知识更

新，在理论与实践结合当中取得更多更新的成果。这就要求做好图书需求信息的反馈。

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深入发展，农民的求知欲越来越强烈，农家书屋的数量也

不断增加，农民心里想什么，农民最需要什么，我们“农家书屋”管理员最清楚，他们接触一

线读者，经常性地与本村致富能人、致富专业户和农技员交流沟通，能近距离聆听他们对书

屋读物的意见和建议，特别是对农业科技知识的需求。经常性地走访了解农民有什么、缺

什么、要什么档次的读物。把收集的信息进行梳理和加工，并向县图书馆及时反馈。

县图书馆根据管理员的反馈，合理添订、更新图书很重要。像万湾、许家沟等村管理员

反映他们村种植水杂果较多，需要种植及病虫害防制方面的书；茶房孙太启书屋反映他们

西边有小学，东边有中学，需要一些文学作品及少儿读物；月日等村需要一些养殖方面的科

技书籍，县城社区书屋就需要一些与生活有关的法律知识书籍。我们根据不同需要采购书

籍更新，如在茶房孙太启书屋投放了《好书伴我成长》青树项目书籍，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在图书添订、更新中我们采取图书轮换的方法，根据需要采购一批新书，今年６月份我馆就

采购了四大名著、安徒生等童话故事各５０套，农村科技书籍２０套，国学读物２０套，在需求

相同的书屋之间轮换，既一批书在一个书屋放置一个月，结束后投放到下一个书屋循环往

复，这样既保证了需求，又节省了开支。对人居相对集中、交通便捷的村，采用与县新华书

店联手办“农家书店”的办法，使农民就近就能买到自己需要的书。根据反馈意见，书店定

期向“农家书店”配书，书屋并按约定收取一定比例的代销手续费，这样即解决了农民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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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买书难的问题，“农家书屋”又有一定收入，可自行购买一些书籍或奖励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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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家书屋”的建立，为农村、为农民做了一件好事，深受农民的欢迎，但农民读书需

要培养，我们要在办好书屋的基础上，不断地探索农民读书用书的路子。农村的地理位

置、经济基础、农民接受教育的程度和年龄结构有一定的差异，因此，组织引导村民读书

要因地或因人而异，形式要多样，方法要灵活。

２．１　培养文化程度较高，有浓厚读书兴趣的农民先读书，同时要通过一定的途径把

他们读后的收获及实实在在的感受举办读书报告会，利用村广播、黑板报扩大宣传，通过

典型读书人物的贴身演说宣传带动大家集体读书。

２．２　利用致富能人、产业大户举办专题讲座，介绍致富经验，请他们把读书致富体会

与村民交流，如孙太启本人就是一个苹果种植大户，从而培养村民读书的兴趣，让村民感受

“书中自有致富路，书中自有黄金屋”，通过我们的不断引导、培养，让农民从书中得到实惠。

２．３　把读书和农户藏书列入评选文明家庭的条件，创建文明读书机制。

２．４　推行村组干部带头读书，为村民读书当好表率，把村组干部读书列入村两委会

日常活动的主要内容，镇对村干部年度阅读活动开展情况进行考核。

２．５　以“农家书屋”为村素质教育基地，利用暑假、寒假组织在校中小学生开展读书

活动，有选择地推荐适合中小学生阅读的图书，让他们在假期也能读书看书，增长知识和

乐趣，丰富生活，此项活动不仅学校欢迎、家长更欢迎。组织读书笔记交流和读书心得评

选。把“农家书屋”延伸到服务教育、服务学生当中。真正体现“农家书屋”是农村的文化

阵地、农民的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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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农民朋友在活动中有一定的目的性，提升积极性，我们先让读者根据活动主

题，用长藤结瓜的方式，分解成几个活动主题，如：丹凤历史人文、名人传奇、唐诗宋词、中

外名著、科普知识、生活窍门、爱我中华、产业知识等，各书屋根据实地选择相应的小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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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活动。活动方向有了，各书屋在管理员的组织下，纷纷利用业余时间或到农家书屋

展开阅读，或在文化资源共享平台上网阅读。作为县图书馆，我们积极向读者推荐经典

文化读物，引导各行各业共同参与，倡导营造一个好读书、读好书的良好氛围，让读者在

用心阅读经典、阅读书籍文化中认识世界、感悟人生。同时，根据农民群众重直观形象、

重榜样引导、重实际利益的心理，我们与乡镇联手，把农家书屋列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考

评的重要内容，把农民读书用书作为文明村镇、“文明标兵户”的考评依据。另外，我们选

出并推广农家书屋管、用的先进典型，评选并奖励读书用书成果，如给茶房孙太启等９个

书屋配备了卫星接收设备、电视、犈狏犱等设备，给西凤等书屋配备了投影仪等设备，提升书

屋数字化水平，促进书屋管理人员的积极性，给读书比赛中较好的中小学生奖励一些学

习用品或喜爱的图书，使其喜欢来书屋。在城区及文化氛围浓厚的村组以农家书屋为载

体，建了一批以读书用书为中心的农民读者协会、创作协会、书法协会和文化活动协会，

提高阅读协会组织定期召开的经验交流会、座谈会，激发农民的阅读兴趣，提高阅读能力

和阅读效果，扩大农民群众读书用书的社会效应。以此不断推进农民读书用书活动深

入，让农家书屋的出版物资源逐步转化为农民的精神动力。武关镇武关村退休教师、书

屋管理员田爵勋，利用在农家书屋学到的史志知识，自发组织采写、编辑并正式出版了

《守望武关》一书，就为农家书屋的读书用书带了一个好头。

建一个书屋容易，真正发挥书屋的作用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通过创新形式，广泛

开展农家书屋阅读活动，“让阅读推动农家书屋前行”就是一种很好的尝试，也是一个成

功的经验。在下一步活动开展过程中，需要我们对农家书屋的阅读形式进行创新，积极

引导，及时扶持，充分发挥优势，全力推进“好书伴我成长”青树项目阅读活动广泛深入持

续开展，更好地服务于读者、服务于农民、服务于建设生态、文明、富裕新丹凤宏伟蓝图。

“阅读点亮人生，好书伴我成长；知识照亮前程，书屋实现梦想”。这正是我们图书馆

人开展青树项目阅读活动价值的真实写照。

í[îï

　　周江波：丹凤县图书馆。

联系地址：陕西省丹凤县龙驹寨镇丹江老街１４号

电子邮箱犱犳犾狓犮１９６３＠１６３．犮狅犿



图书馆服务与宣传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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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服务　犔犻犫狉犪狉狔犛犲狉狏犻犮犲

由公共图书馆核心价值之观点探讨

台湾地区公共图书馆犝化服务与智

慧服务现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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çèé立基于移动技术和网通技
术的无所不在服务（犝化服务）和

智慧服务（犐狀狋犲犾犾犻犵犲狀狋犛犲狉狏犻犮犲），目

前除了在台湾的高校图书馆很常

见以外，也开始在公共图书馆出

现。但目前台湾的公共图书馆在

网通技术、移动技术的应用上，也

有其问题存在。公共图书馆不能

为了赶流行而匆忙引进无所不在

服务和智慧服务，必需要有完整

的规划，并发挥公共图书馆的核

心价值。所以本文：（一）分析台

湾公共图书馆在引进无所不在服

务及智慧服务的环境及发展现况

（二）探讨台湾公共图书馆在发展

无所不在服务及智慧服务的定位

!! �m

从九十年代起，图书馆界便十分着力于资通讯技术

（犐犆犜）的应用，使得图书馆的资讯科技应用，由整合型自动化

系统快速扩展到其他各种多样化犐犆犜技术。早在２０００年前

后，许多图书馆界人士便已开始提出无所不在（犝化—

犝犫犻狇狌犻狋狅狌狊）服务的观念，但时至今日，实践犝化的科技手

段早已和十年前有所不同，而随着各种智慧城市工具不断

推陈出新，媒体形式混杂、数位汇流现象浮现，形成全媒体

的资讯环境。图书馆在此一形势之下，在追逐各种犝化、

智慧化科技的同时，更应思考公共图书馆的服务定位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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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三）更从公共图书馆之核

心价值的角度，探讨公共图书馆

在发展犝化及智慧服务时应扮演

的角色为何；（四）最后并将探讨

在这样高度依赖网通技术的移动

化、智能化、全媒体（复合媒体）环

境中，公共图书馆馆员应具备的

核心能力为何。

êëìé无所不在服务，公共图
书馆，行动服务，智能型服务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犝犫犻狇狌犻狋狅狌狊狊犲狉狏犻犮犲犪狀犱

犻狀狋犲犾犾犻犵犲狀狋狊犲狉狏犻犮犲犫犪狊犲犱狅狀犿狅犫犻犾犲

犪狀犱 狀犲狋狑狅狉犽犻狀犵 狋犲犮犺狀狅犾狅犵狔 犪狉犲

狏犲狉狔犮狅犿犿狅狀犻狀狋犺犲犪犮犪犱犲犿犻犮犾犻

犫狉犪狉犻犲狊犻狀 犜犪犻狑犪狀 犪狋 狆狉犲狊犲狀狋．

犌狉犪犱狌犪犾犾狔，狋犺犲狊犲狉狏犻犮犲狊犺犪狏犲犫犲犵狌狀

犪狆狆犲犪狉犻狀犵犻狀狆狌犫犾犻犮犾犻犫狉犪狉犻犲狊，狋狅狅．

犎狅狑犲狏犲狉，狆狉狅犫犾犲犿狊 犪狉犻狊犲 狑犺犲狀

犜犪犻狑犪狀狆狌犫犾犻犮犾犻犫狉犪狉犻犲狊犪狆狆犾狔犿狅

犫犻犾犲犪狀犱狀犲狋狑狅狉犽犻狀犵狋犲犮犺狀狅犾狅犵狔．

犘狌犫犾犻犮犾犻犫狉犪狉犻犲狊狊犺狅狌犾犱狀狅狋狉狌狊犺狋狅

狌犫犻狇狌犻狋狅狌狊狊犲狉狏犻犮犲犪狀犱犻狀狋犲犾犾犻犵犲狀狋

狊犲狉狏犻犮犲犿犲狉犲犾狔犻狀狅狉犱犲狉狋狅犫犲犳犪狊犺

犻狅狀犪犫犾犲．犐狀狊狋犲犪犱，狋犺犲狔狊犺狅狌犾犱狆犾犪狀

狋犺狅狉狅狌犵犺犾狔狋狅狉犲狋犪犻狀狋犺犲犻狉狆犪狉狋犻犮狌

犾犪狉犮狅狉犲狏犪犾狌犲狊．犜犺犻狊狆犪狆犲狉狑犻犾犾：１）

犪狀犪犾狔狕犲狋犺犲犲狀狏犻狉狅狀犿犲狀狋狅犳狌犫犻狇狌犻

狋狅狌狊狊犲狉狏犻犮犲犪狀犱犻狀狋犲犾犾犻犵犲狀狋狊犲狉狏犻犮犲

狋犺犪狋狆狌犫犾犻犮犾犻犫狉犪狉犻犲狊犻狀犜犪犻狑犪狀犺犪狏犲

犻犿狆犾犲犿犲狀狋犲犱犪狀犱狋犺犲犻狉犮狌狉狉犲狀狋狊犻狋狌

犪狋犻狅狀狉犲犵犪狉犱犻狀犵犱犲狏犲犾狅狆犿犲狀狋；２）狉犲

狏犻犲狑狋犺犲狆狉狅犫犾犲犿狊狋犺犪狋狆狌犫犾犻犮犾犻

犫狉犪狉犻犲狊犻狀犜犪犻狑犪狀犺犪狏犲犺犪犱狑犺犲狀

犲狊狋犪犫犾犻狊犺犻狀犵狌犫犻狇狌犻狋狅狌狊狊犲狉狏犻犮犲犪狀犱

犻狀狋犲犾犾犻犵犲狀狋狊犲狉狏犻犮犲；３）狉犲狏犻犲狑狋犺犲

狉狅犾犲狊狋犺犪狋狆狌犫犾犻犮犾犻犫狉犪狉犻犲狊狊犺狅狌犾犱

狆犾犪狔 狑犺犲狀 犱犲狏犲犾狅狆犻狀犵狌犫犻狇狌犻狋狅狌狊

狊犲狉狏犻犮犲犪狀犱犻狀狋犲犾犾犻犵犲狀狋狊犲狉狏犻犮犲犳狉狅犿

狋犺犲狆犲狉狊狆犲犮狋犻狏犲狊狅犳狋犺犲犻狉犮狅狉犲狏犪犾

狌犲狊；４）狉犲狏犻犲狑犮狅狉犲犪犫犻犾犻狋犻犲狊狋犺犪狋

狊狋犪犳犳犻狀狆狌犫犾犻犮犾犻犫狉犪狉犻犲狊狊犺狅狌犾犱犺犪狏犲

犻狀狋犺犲犲狀狏犻狉狅狀犿犲狀狋狅犳犺犻犵犺犾狔犱犲

狆犲狀犱犲狀狋犿狅犫犻犾犲犪狊狑犲犾犾犪狊犻狀狋犲犾犾犻

犵犲狀狋狀犲狋狑狅狉犽犻狀犵狋犲犮犺狀狅犾狅犵狔 犪狀犱

犺狔犫狉犻犱犿犲犱犻犪．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犝犫犻狇狌犻狋狅狌狊犛犲狉狏犻犮犲，犘狌犫犾犻犮

犔犻犫狉犪狉狔，犕狅犫犻犾犲犛犲狉狏犻犮犲，犐狀狋犲犾犾犻犵犲狀狋

犛犲狉狏犻犮犲　

题，并进行重新探索图书馆未来的发展方向和馆员未来应

发展的核心能力，以求能为图书馆在数位内容无所不在的

智慧城市中找到能长久发挥的核心价值，而不是一味强调

特定科技的采用而已，否则将会在多样媒体、多样科技、多

样内容且彼此又交错汇流的环境中，丧失公共图书馆的主

体性和核心价值。

准此，本文首先将探讨目前台湾地区公共图书馆无所

不在服务与智慧化资讯服务之概况及技术背景；其次则探

讨在此一环境下，公共图书馆的定位问题；并根据现况及

观察，提出公共图书馆在此一无所不在化、智慧化、全媒体

的形势之下，未来的发展方向有哪些，以及图书馆员应具

备之核心能力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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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图书馆已快速的适应了图书馆自动化、乃至于

资源数位化的浪潮。但近十年来，资讯通讯科技有了大幅

的进步，各种新技术和新的资讯服务，使得图书馆得以实

施无所不在和智慧化的服务。这些技术条件背景包括有：

（１）行动上网率的大幅增加，许多台湾民众都拥有智

慧型手机和３犌上网的门号，据估计，在２０１０年，台湾地区

行动上网人口可达４１％以上［１］。为图书馆行动服务提供

了潜在的顾客群。

（２）公共场所提供无线上网的服务大幅增加，包括便

利商店（７—１１）、咖啡厅、地铁站、政府机关均有提供无线

上网服务。台北市政府还提供免费无线上网的申请。所

应用的技术包括３犌、犠犻犕犃犡、犠犻犉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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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其他行动科技的导入逐渐成熟，例如犙犚犆狅犱犲、犚犉犐犇等等。也有助于图书馆实

施犝化的服务，但范围可能局限于一定的场所。

（４）网路速度提升，光纤上网和手机门号价格下降，使得许多家庭和个人得以使用网

路、申请多支门号。目前台湾地区的上网人口和手机门号数量都持续上升，许多人还拥

有一支以上的门号［２］。

（５）各种短距离的无线感应或传导技术逐渐成熟，包括短波、红外线等等。而犘犇犃、

电子字典、或笔记型电脑也都开始内建无线传输或无线网卡功能，不必额外处理。

（６）近年来各种动态感知装置的应用日益成熟，包括触控荧幕、动态感应、体温或动

作侦测等科技，均可应用于文教机构的资讯站（犓犻狅狊犽）、互动展品等。

（７）在软体服务面，无所不在和智慧化服务除了要有技术条件以外，更需要有良好的

软体服务模式配合。例如即时通讯（犐犕）软体、社群媒体（犉犪犮犲犫狅狅犽）均随着手机和平板电

脑一并推出配合的版本，使得人际交流和资讯传播得以真正进入无所不在的地步。而微

程式（犃狆狆）的大为风行，更使得各种无所不在或智慧化的服务得以在大众的协力之下，透

过智慧型手机不断推出新的内容并完全行动化。

!:!&Gó#$%âèH
由上述的背景描述可知，在目前行动服务技术条件日益成熟、使用人口逐渐增加，以

及相对应的软体服务开始出现以后，图书馆势必要因应读者和社会的要求，开始推动无

所不在和智慧化的服务。以目前情形而论，台湾公共图书馆的因应之道，根据本文归纳，

大致可以被分为二大类，一为“服务的智慧／行动化”也就是定位为服务者，二是“资源的

智慧／行动化”也是定位为资源的代理者：

!:!:#&45]IJ\ïde

即公共图书馆将图书馆已有的服务机制，应用新的智慧或行动化科技，予以创新，使

之能以智慧或行动化的方式提供服务。例如，许多台湾的图书馆均已开始导入犚犉犐犇，在

馆内提供读者无所不在的借还和进出控制；也有图书馆提供犙犚犆狅犱犲和犃狆狆、简讯、手机

版网页、犚犛犛，将原有的服务、指引、内容提供可以链接到手机或平板上；也有诸如台北市

立图书馆、高雄市立图书馆，在地铁站内提供号称“无人图书馆”的智慧型借还书服务。

此外，有些公共图书馆还提供免费的无线上网、有线上网网点；而有些则提供手持式行动

载具如笔记型电脑的馆内出租等服务，或是直接引进电子书阅读器。有些公共图书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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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提供资讯站（犓犻狅狊犽），或是推出游戏性的投影及动态感知互动装置。

!:!:!&23]IJ\ïde

即公共图书馆推动、或引进各种可应用于智慧化／行动服务的数位内容资源。例如

各公共图书馆以联盟或个别方式，导入行动板的电子书、电子杂志；或是要求资料库代理

商提供资料库的手机板网页或犃狆狆程式界面，如犈犅犛犆犗、犈犾狊犲狏犻犲狉均有类似的资源，而

台湾也有不少图书馆开始引进；或是导入自动化系统犗犘犃犆的行动版、或是引进影片的

犞犗犇随选系统，搭配线上观看的管理软体提供观众在家或在其他地点收看；或是将

犉犪犮犲犫狅狅犽等犠犲犫２．０机制与图书馆的读者服务资源机制结合在一起，并提供可由手机

直接使用的版本［３］。

“服务的智慧／行动化”和“资源的智慧／行动化”，两种不同的角色定位，目前在台湾

各公共图书馆，都开始有或多或少、程度不一的实践。以下以表格方式，简要整理两种不

同角色定位的意涵：

表１　公共图书馆服务及资源的智慧化／行动化

定位策略 意　　义 推动方式

服务的智慧／行动化
将图书馆已有的服务机制以智慧

或行动化的方式提供

犚犉犐犇借还书及管理、犙犚犆狅犱犲传递资讯

犃狆狆服务、手机版网站、简讯、犚犛犛
地铁站智慧型图书馆、图书馆犓犻狅狊犽
图书馆互动装置、无线上网、外借犻犘犪犱

资源的智慧／行动化
引进各种可应用于智慧化／行动

服务的内容或服务资源

导入可用于行动化环境的电子书或杂志

传统资料库的犃狆狆版、犗犘犃犆行动版、犞犗犇、读

者服务犠犲犫２．０化及行动化

　　资料来源：本文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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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的公共图书馆，虽然已经开始意识到无所不在和行动化服务的重要性，并在服

务机制和资源上开始推出相关的因应措施，但在科技不断推陈出新、数位内容开始汇流、

媒体形式交错的状况之下，有必要进一步省思公共图书馆的定位问题，并进一步找出图

书馆未来的发展方向、建立馆员核心能力，以免公共图书馆出现不断周而复始追逐新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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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却又难以取得社会重视的窘况。根据个人观察，目前台湾的公共图书馆，在发展无所

不在服务或智慧化服务方面，存在一些发展定位上的问题。

首先，公共图书馆过于强调无线（犠犻狉犲犾犲狊狊）的行动化，但却忽略了无所不在服务的本

意，未能做到虚实整合。根据学者看法，无所不在图书馆应具有无缝（犛犲犪犿犾犲狊狊）、多使用

网路、全年全天可用、具开放性、多媒体格式、多语言，以及可全球服务等特质［４］。事实

上，图书馆除了让读者使用数位化和行动化的服务以外，在实体图书馆的资源投入上，仍

应予以不断加强，否则当读者不想使用行动或电子化服务而想走入实体图书馆时，图书

馆的服务便会出现断层，实在无法称之为“犛犲犪犿犾犲狊狊”。而目前台湾的公共图书馆，在实体

资源的投入上实有相当大的不足，许多地区型的公共图书馆往往连购置实体图书的预算

都不足，连足够的服务人力也无法编列，此一问题并无法由犝化或行动化解决；同理，多

媒体内容亦然，实体的犇犞犇、纸本等材料，也应当被纳入无所不在服务的一环，和行动服

务一起规划。换言之，无所不在或智慧型的公共图书馆，其规划应当以“虚实整合规划”

为主轴。

其次，目台湾公共图书馆在无所不在／行动服务上缺乏行动服务策略（犕狅犫犻犾犲

犛狋狉犪狋犲犵狔）。由于行动科技的多样化、价格快速下降、效能及特性不一、标准多元，使得公

共图书馆在规划无所不在服务时，面临了“科技选用”的难题。公共图书馆需要考量业务

相关性、各馆的特质及服务方针、要提供到何种程度、馆员知识，以及自身资源是否足以

维运等问题，来决定要采用何种行动科技。公共图书馆也要能明确认识犈化、犕化、犝化

三者有何不同，又有何重叠之处。但目前台湾的公共图书馆仍未见有制定书面的行动服

务策略者，也未有由策略层面讨论此一问题的文献。

第三，目前台湾的公共图书馆，由于资源缺乏，在规划无所不在服务或行动服务上，

仅有台北和高雄较有亮点，而各馆也较无合作意识。因此，台湾的公共图书馆应提升行

动服务的整合性，以多馆合作、结合当地中小学校行动教学方案、结合数位学习资源等方

法，提升行动服务的整合性。也就是以合作方式来发展犝化和行动化服务。如此做法有

相当的优点，第一是多馆合作，可解决一馆之力无法发展或维持犝化服务的问题；第二是

和学校的教学资源及中小学图书馆合作，可以发挥更大的应用效果；第三是与数位学习

资源中心或数位学习网站链接，可以将犝化与数位学习相结合，融入读者的学习环境和

写作环境之中。这些合作方案，相信能在资源不足的情形下，让公共图书馆发挥行动服

务的最大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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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前智慧型生活机制日益普及、无所不在的情形之下，图书馆必须面对读者使用

新的工具取用图书馆资源，而图书馆也需要规划使用新的犐犆犜科技和智慧型工具来满足

读者的需求。而公共图书馆，在智慧化和无所不在化方面，过去已可使用 犠犻犉犻、３犌、

犚犉犐犇、犙犚犆狅犱犲、区域网路（犔犃犖）、蓝牙等等，但相关的资通讯科技应用不断推陈出新，

使得公共图书馆在发展智慧型服务上，必须将新的发展纳入考量，近年来最典型的情形，

使是无所不在的智慧型手机（犛犿犪狉狋狆犺狅狀犲）、平板电脑（犜犪犫犾犲狋）、还有赋予智慧生活实践

能力的犃犘犘、资讯站（犓犻狅狊犽）、电子地图导航等等。

犃犘犘更是近年来无所不在服务不断推陈出新的最佳范例。所谓犃犘犘，是行动装置微程式

（犃狆狆犾犻犮犪狋犻狅狀）的缩写，也是目前智慧生活和无所不在服务的最有力工具。目前，各类的犃犘犘数

量成长可以用爆炸性来形容，应用层面遍及生活各种层面，甚至发展出新颖的商业模式［５］。

图书馆在此方面也不落人后，纷纷开始发展各类的犃犘犘，推动无所不在的图书馆资讯服务。

诚如前面所述，犝化的科技手段不断进步、各种智慧城市工具不断推陈出新、媒体形式

混杂、数位汇流现象浮现，形成全媒体的资讯环境，在此一趋势之下，图书馆应根据自身的

资源、特质、读者群等条件，规划完整的行动服务策略（犕狅犫犻犾犲犛犲狉狏犻犮犲犛狋狉犪狋犲犵狔），并找寻自身

的定位和角色，而不是盲目追随智慧型服务的开发。目前，有关图书馆发展各种行动服务

的相关报导和研究可汗牛充栋，经由整理和归纳，个人在此提出图书馆在行动服务上可以

扮演的角色，可以是行动服务的规划者（犘犾犪狀狀犲狉）、行动服务的协调者（犆狅狅狉犱犻狀犪狋狅狉）、资源的

提供者（犘狉狅狏犻犱犲狉）、了解读者资讯行为和资讯需求的连结者（犔犻狀犽犲狉）：

Y:#&#$%íj{ñ[)H/4==.@*
图书馆并非犐犜部门，因此往往不具备完整的智慧服务开发能力，但图书馆可以凭借

其服务经验和犓狀狅狑犺狅狑，扮演行动服务和智慧服务的规划者角色，与犐犜部门或委外资

讯公司进行分工。例如，图书馆可以按部就班自我检视自身对行动服务的熟悉程度、自

身的资源能否支撑更复杂的行动服务架构、技术上或资讯资源上的强弱状况等等［６］，全

盘进行完整的规划，并可作为其他资讯服务提供者的参考。

Y:!&#$%íj/Ë[)?,,@72=43,@*
在许多教育机构和政府部门，都已开始开发各种的行动应用服务。例如，许多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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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已开始尝试开发云端或犃犘犘平台的学习工具［７］，但中小学导入这些行动或智慧服务，

将会遭遇各种不预期的状况，例如师生发软体不支援、遗失记忆卡、硬体失效等问题，这

些状况有时可能是借口，但有时可能是真的［８］。图书馆可以以媒体专家和教学支援者的

角色，协调各种行动服务在校园和其他机关的应用。

Y:X&#$%íj23�K[)H@,G27.@*
各种的行动服务或智慧服务，除了服务功能以下，能提供给使用者／读者何种的资源

也是相当重要的。尤其在全媒体和数位汇流的情形之下，资讯资源的多样性和数量都不

断成长。图书馆引进各电子化资讯资源已有相当长的时间，包括了电子期刊、电子书、参

考资料、影音多媒体、馆藏查询等，这些资源目前都已开发有网页化、全文化、行动化或是

有相对应的犃犘犘［９］。图书馆由于和这些电子资源的发行或出版者，均有长久的合作经

验，也是其重要客户，因此图书馆可善用其影响力，作为各类行动化资讯资源的提供者，

将这些资源直接或间接的以行动化方式提供予读者。

Y:Y&#$%íjLZ[)>2=].@*
各种行动服务或智慧型服务，成败的关键之一就是在规划时必需了解使用者／读者

的需求。而图书馆界在研究上，长久以来便有资讯行为（犐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犅犲犺犪狏犻狅狉）、资讯需

求（犐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犖犲犲犱）的研究传统；在实务上各图书馆也累积了大量的读者服务记录。

这些对使用者的研究成果和记录，正可让图书馆扮演工具与使用者之间的连结者角色，

协助开发者或其他想应用行动服务推展业务的机关更了解使用者。而图书馆界自身亦

秉持了解读者的精神，持续探究读者对于行动服务的需求究竟为何，例如，犔犻犫狉犪狉狔

犑狅狌狉狀犪犾便曾针对２０００个读者进行问卷调查，以了解读者对行动服务的需求为何，并在

２０１２于犔犑刊登［１０］，让各界更了解使用者的期待为何；有些图书馆也开始应用如犌狅狅犵犾犲

犃狀犪犾狔狋犻犮狊等工具，来了解读者的行为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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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在行动服务无所不在的时代，所要面对的，已不只是实际到馆的读者，也不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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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面对链接到图书馆网页的读者，而是要面对无时无刻、可能在任何环境下取用图书

馆资源的使用者，而且图书馆所需提供的工具和资源，也和过去大为不同。在此情形之

下，图书馆从业人员需要具备的能力，可能包括了策略规划能力、犐犜技术能力、合作能力、

还有创意和想象力：

Z:#&¡¢{ñ=Á
由于图书馆在准备开发行动服务时，经常需要面对读者、馆内同仁、开发厂商、资源

提供厂商等多种的不同观点意见，加上又需要考图书馆的资源、特质、维运能力等因素，

因此，图书馆员首先要具备的，应是策略规划的能力。惟有具备完整的规划能力和策略

分析能力，才能避免落入人云亦云，或是目标不清等等各种混乱的状况。

Z:!&&V<@=Á
行动服务的兴起，也代表着犐犜技术的另一波更新。图书馆欲推动行动服务，也必须

对目前行动服务所需的犐犜技术有所了解。行动服务的犐犜技术常常被图书馆员视为相

当难以跨越的障碍［１２］。虽然图书馆员不必然需要亲自应用这些犐犜建置行动服务专案，

多半由委外厂商或母机构的犐犜部门代劳，但图书馆员仍需要对这些犐犜的特性、发展状

况、应用层面、技术资源等问题有所了解［１３］，才能和厂商及犐犜部门有共同的语言。

Z:X&.í=ÁKWMNO
图书馆要打造无所不在的服务，尤其是行动服务，另一需要具备的能力，就是合作和

实验的精神。由于行动服务的服务范围和技术已超出传统图书馆的服务范畴，其技术条

件也和传统图书馆自动化或网页设计有所不同，因此需要结合多方的专业人士同心协

力，才能完成，有时甚至需要运用志工力量来协助开发［１４］。因此，图书馆员需要具备合

作协调的能力，也需要有实验精神［１５］，尝试各种可能的服务方式和设计。

Z:Y&õúKPrÁ
目前各行各业几乎都有人准备投入行动服务的开发，光是在犃狆狆犾犲犛狋狅狉犲或犃狀犱狉狅犻犱

犕犪狉犽犲狋上的犪狆狆数目便浩如烟海，成长速度亦是极快。图书馆如想在选择众多的行动市

场中吸引读者注意，便需要以创意和想象力来发挥图书馆的优势和价值，而不是只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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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的网页或服务手机化。例如，犗犆犔犆便曾发表一组以书籍的作者们和书籍章节之关

系作为搜寻基础的犃犘犘［１６］；又如某些大学图书馆也制作过具有书籍的架位和楼层位置

搜寻功能的犃犘犘［１７］，可说是目前用于行车和游览功能的犔犅犛（犔狅犮犪狋犻狅狀犅犪狊犲犱犛犲狉狏犻犮犲）在

图书馆的应用。这些都是图书馆发挥创意的具体案例。

&! WX

综而言之，目前台湾地区的公共图书馆，在发展犝化服务和智慧型服务上已略有成

绩，且在旧科技应用已有相当时间，且亦能追逐新的科技应用，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

在严峻的科技环境之下，仍然面临了未能虚实整合、缺乏行动服务策略（犕狅犫犻犾犲犛犲狉狏犻犮犲

犛狋狉犪狋犲犵狔）以及合作意识和整合性不足等问题。公共图书馆员不应只追求科技的应

用，而是应当以满足个人及团体在教育、资讯、娱乐、生涯发展等之需求［１８］，作为追求

的真正目标，并以此为规划的中心，行动科技只是公共图书馆达成目标的工具，而不

是目的。

因此，公共图书馆若要长久且有效的发展无所不在或智慧型服务，未来需要将视

野拉高，不再只单纯追逐新科技，建议可将自身定位为规划者（犘犾犪狀狀犲狉）、行动服务的

协调者（犆狅狅狉犱犻狀犪狋狅狉）、资源的提供者（犘狉狅狏犻犱犲狉）、了解读者资讯行为和资讯需求的连

结者（犔犻狀犽犲狉），并发展策略规划能力、创意、犐犜能力等核心能力，如此始能为公共图

书馆在犝化环境和智慧城市中，建立明确的定位，而不是其他科技服务提供商的追

随者。

TU

感谢故宫教育展资处同仁协助；感谢犜犈犔犇犃犘、资策会、中央大学学习科技研究中心

主持人暨同仁之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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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吴锦范、曾玲莉：行动化时代图书馆的变与不变［犑］。图书馆学会会讯，２０１１（１９／２）：

５５—６４。

［３］黄鸿珠、陈亚宁：图书资讯系统的演变与发展［犑］。教育资料与图书馆学，２０１０（４７／４）：

４０３—４２８。

［４］犔犻，犔．犅狌犻犾犱犻狀犵狋犺犲犝犫犻狇狌犻狋狅狌狊犔犻犫狉犪狉狔犻狀狋犺犲２１狋犺犆犲狀狋狌狉狔［犗犔］．［２０１２０２１６］．犺狋狋狆：／／

犪狉犮犺犻狏犲．犻犳犾犪．狅狉犵／犐犞／犻犳犾犪７２／狆犪狆犲狉狊／１４０犔犻犲狀．狆犱犳．

［５］犘狉狅犮狋狅狉，犖．犕狅犫犻犾犲犃狆狆狊犳狅狉犕狌狊犲狌犿狊［犕］．犠犪狊犺犻狀犵狋狅狀，犇．犆：犃犿犲狉犻犮犪狀犃狊狊狅犮犻犪狋犻狅狀狅犳

犕狌狊犲狌犿狊，２０１１：１５—２４．

［６］犎犪狀狊狅狀，犆．犠．犕狅犫犻犾犲犛狅犾狌狋犻狅狀狊犳狅狉犢狅狌狉犔犻犫狉犪狉狔［犑］．犔犻犫狉犪狉狔犜犲犮犺狀狅犾狅犵狔犚犲狆狅狉狋狊，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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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图书馆服务残疾读者的实践与

体会

———以安徽省图书馆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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çèé本文对能接受公共图书馆
服务的残疾读者进行分析，指出

加强残疾读者服务是法律和公共

图书馆职责的必然要求。结合安

徽省图书馆的成功案例，总结出

做好残疾读者服务的３项有效措

施和３点工作体会。

êëìé公共图书馆，残疾人服
务，文化助残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犅犪狊犲犱狅狀狋犺犲犪狀犪犾狔狊犻狊狅犳

狆犪狋狉狅狀狊狑犻狋犺犱犻狊犪犫犻犾犻狋犻犲狊狑犺狅狌狊犲

狆狌犫犾犻犮犾犻犫狉犪狉犻犲狊狊犲狉狏犻犮犲狊，狋犺犲犪狌狋犺狅狉

狊狋狉犲狊狊犲狊狋犺犪狋犻狋犻狊狆狌犫犾犻犮犾犻犫狉犪狉犻犲狊

狉犲狊狆狅狀狊犻犫犻犾犻狋犻犲狊狋狅犿犪犽犲犾犻犫狉犪狉狔狉犲

狊狅狌狉犮犲狊犪狀犱狊犲狉狏犻犮犲狊犪狏犪犻犾犪犫犾犲狋狅

狆犲狅狆犾犲狑犻狋犺犱犻狊犪犫犻犾犻狋犻犲狊．犜犺犲犪狉狋犻犮犾犲

狋犪犽犲狊犃狀犺狌犻犘狉狅狏犻狀犮犻犪犾犔犻犫狉犪狉狔犪狊

犪狀犲狓犪犿狆犾犲狋狅狊犺犪狉犲犻狋狊狋犺狉犲犲犲犳犳犻

犮犻犲狀狋犿犲狋犺狅犱狊犪狀犱犲狓狆犲狉犻犲狀犮犲狊犻狀

　　毋庸讳言，时下公共图书馆为残疾人服务的绩效要比

为健全人服务的绩效逊色得多。中国１３亿人口中残疾人

约占６％，我国有８０００多万残疾人。各级公共图书馆应

该努力探索出提高残疾读者服务水平的有效途径，把公共

图书馆建设成为残疾人的精神家园，起到知识助残的文化

功效，实现“平等、参与、共享”［１］的残疾人事业的崇高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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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的服务对象统称为“读者”，可以接受图书馆服

务的残疾人就称为“残疾读者”。２００８年重新修订的《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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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狆狉狅狏犻犱犻狀犵狊犲狉狏犻犮犲狊犳狅狉狋犺犲狊犲狆犪

狋狉狅狀狊．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狆狌犫犾犻犮犾犻犫狉犪狉犻犲狊，犛犲狉狏

犻犮犲狊犳狅狉 犱犻狊犪犫犾犲犱， 犆狌犾狋狌狉犪犾 犪犻犱

犳狅狉犱犻狊犪犫犾犲犱

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定义：“残疾人是指在心理、生

理、人体结构上，某种组织、功能丧失或者存在严重障碍，

日常生活或者社会活动受到持续性限制的人。”该定义改

变了过去仅仅从身体上着眼的片面看法，代之以社会功能

障碍为特征，不仅局限于器官的丧失或者不正常，而且包

括了精神和心理、智力方面的残疾，全面地概括了残疾人

的基本特征。图书馆残疾读者一般包括视力残疾、听力残

疾、言语残疾、肢体残疾、智力残疾、精神残疾。

"! IJ<=>\]^_VW}XIJ`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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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４年国际图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公共图书

馆宣言》指出：“公共图书馆是各地通向知识之门，为个人

和社会群体的终生学习、独立决策和文化发展提供了基本

的条件。”“公共图书馆是各地的信息中心，用户可以随时

得到各种知识与信息。公共图书馆应不分年龄、种族、性

别、宗教、国籍、语言或社会地位，向所有的人提供平等的

服务，还必须向由于种种原因不能利用其正常的服务和资

料的人，如语言上处于少数的人、残疾人或住院病人及在

押犯人等提供特殊的服务和资料。”［２］显见，为残疾读者服

务是全世界公共图书馆对公众的承诺。

!:!&£Gó#$%mÞ]¨5
为了维护残疾人的合法权益，发展残疾人事业，保障

残疾人平等地充分参与社会生活，共享社会物质文化成

果，２００８年７月１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

障法》第五章第四十一条规定“国家保障残疾人享有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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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文化生活的权利”；第四十三条规定“（二）组织和扶持盲文读物、盲人有声读物及其

他残疾人读物的编写和出版，根据盲人的实际需要，在公共图书馆设立盲文读物、盲人有

声读物图书室”；第四十三条“（五）文化、体育、娱乐和其他公共活动场所，为残疾人提供

方便和照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草案送审稿）第三十四条“公共图书馆应

考虑老年人、残疾人等群体的特点，提供适合其需要的文献信息资源、设施、设备和服务。

公共图书馆应设置盲人阅览区域。”所以，在环境设施、信息交流无障碍等方面为残疾人

提供服务，是公共图书馆责无旁贷的社会责任和神圣使命。

!:X&£òe|Gó#$%QRðS]èë

２００４年文化部对各级公共图书馆的评估标准中均为“残疾人服务”设置了分值。省级

图书馆“３３９：为特殊群体、弱势人群服务：１．设立残疾人专用通道：０—２分；２．设立残疾人阅

览室或专门阅览座席：０—２分”；地级图书馆评估“３３７：为特殊群体、弱势人群服务，指为残

疾人、青少年、进城务工人员等服务：０—１０分”；县级图书馆“３３７：为特殊群体、弱势人群服

务，指为残疾人、青少年、进城务工人员等服务：０—２０分”；地级少儿馆“３３５：为特殊少儿读

者服务０—１０：包括为残疾人少儿读者、劳教少儿读者等特殊读者服务。”

!:Y&£5Ww+01ÙÀ¶Q]TUâÅ
为了持续全面推进中国人权事业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２０１２年６

月在北京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２０１２—２０１５年）》，这是我国第二个以人权为主题的

国家规划。这个计划对今后四年中国人权发展的目标、任务和具体措施作出了规划。其

中“三、少数民族、妇女、儿童、老年人和残疾人的权利”中“（五）残疾人权利———免费或者

优惠向残疾人开放各类公共文化场所。鼓励有条件的地区以公共图书馆为依托，建立盲

人电子阅览室。免费或者优惠向残疾人开放公共体育设施，开展适合残疾人身心特点的

群众性文化体育活动。”公共图书馆做好为残疾读者服务，就是要让残疾人享有与健全人

平等的阅读文化权利。

!:Z&£Gó#$%VGG*WrX$(-Ñi�]Yè
残疾人是社会的弱势群体，为残疾读者服务好，体现出文化关怀和知识助残，容易引

起公众情感共鸣和舆论好评，可为图书馆开展自我宣传，争取政府更多支持提供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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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因人制宜”、“灵活实用”、“阅读无障碍”的原则，主要采取建立保障、组织活动、

推荐阅读等措施，为残疾读者提供知识助残和精神文化享受。

X:#&48IPZ]·[\Ùy67º
安徽省图书馆选择便于无障碍通道直达的西一楼大厅，在２００９年“全国助残日”建成

专门的“残障人士阅览室”。调查显示：中国平均１．４万盲人１年才有１种新书［３］。因此，

阅览室注重搜集满足残疾读者需要的文献资源，配备了１０００多册盲文图书、声像阅读资

料和实用工具书。其中《残疾人维权法律知识手册》、《残疾人基层文化活动指导手册》、

《汉语成语手势图解》、《聋人百科辞典》很有参考价值。为方便残障人士阅读、上网，专门

配备了语音读屏电脑、盲文打印机、放大阅读机、犇犞犇播放机等。依托数字图书馆建设，

提供无障碍的网络图书馆和数字资源服务。建设冬暖夏凉温湿宜人室内阅览环境，酿造

温馨文明的阅读氛围。墙上装饰有励志标语、读书活动掠影、书友喜结良缘的结婚照。

其中，镜框“愿残疾人兄弟姐妹多读书，读好书，奋发向上，努力为社会做贡献！送你们一

句话———知识就是力量”，是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席张海迪２０１１年３月１８日来合肥考察

时，欣然为安徽省图书馆“残障人士读书文化日”的亲笔题词。“残障人士阅览室”将原来

分散在各阅览室的残疾人服务项目集中在一室，为残疾读者提供书刊阅读、上网浏览、视

音频播放服务，成为残疾读者获取知识信息的中心。同时，还能举办读书座谈活动，又是

残疾读者联谊交流的园地。

X:!&]Ô;)Û]P�%Ú
残疾读者的特殊性，决定了为残疾读者提供服务的馆员非同一般，必须培训后才能

上岗。首先，要树立“现代社会的残疾人观”［４］：从有人类就有残疾人，残疾人是人类发展

进程中不可避免要付出的社会代价；残疾人有人的尊严和权利，有参与社会生活的愿望

和能力，同样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更好的实现残疾人权利，使他们以平等的地位和均等

的机会，参与社会生活和国家建设，共享社会物质文化的成果；残疾人是一个社会弱势群

体，尊重、关心他们并给予帮助，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扶残助残体现了中华民族助人

为乐的传统美德……其次，除掌握图书馆基本服务技能外，还察心理、善沟通、知手语、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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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文、会朗读、能操作电脑和音响设备。第三，必须具备爱心、耐心、责任心，不厌其烦，周

到热情，让残疾人读者能感受到尊重与温暖。安徽省图书馆据此为残障阅览室配备了两

位女性馆员，受到残障读者的喜爱，被称为“爱心馆员和良师益友”。

X:X&̀-/0´^]y�yd
组织开展阅读活动，可以增加阅读兴趣，吸引残障读者，发挥残障阅览资源的社会效

益。安徽省图书馆以“残障人士阅览室”为基地，至今举办了２９期“残障人士读书文化日”

活动。

X:X:#&_8[\ÙT`+#$%

２０１１年的４月２３日“世界读书日”，安徽省图书馆举办了第２１期“残障人士读书文

化日活动”，主题是“牵手残疾人　走进图书馆”。邀请残疾人进图书馆，引导他们亲近阅

读、热爱读书。残友们在志愿者的帮助下参观了安徽省图书馆历史文献部、借阅部、报刊

阅览室、电子文献阅览室。安徽省文化厅社文处副处长杨林艳作了《让公共文化服务的

阳光温暖残障群体》的专题报告，介绍了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对社会公众尤其是残障群体

的各项服务举措，宣传政府部门不断为方便残疾人阅读并无障碍地获取各种文化信息积

极创造条件。安徽省图书馆承诺对合肥市区１０位残障读者开展送书上门的服务，对全省

的残疾读者提供书刊邮寄借阅服务。残疾读者纷纷表示以后争取多进图书馆，分享国家

提供的文化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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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主题内容贴近残疾人的讲座，是公共图书馆服务残疾读者的有效方式。

２０１１年６月９日下午，安徽省残疾人文化周活动暨第２２期“残障人士读书文化日”

活动在安徽省图书馆东二楼报告厅举行。虽然天气炎热，但仍吸引了２００多位残友前来

聆听“音乐漫谈”文化讲座。此讲座是为了进一步提高广大残疾人和残疾人工作者文化

素养，增强音乐艺术的欣赏能力，激发大家热爱音乐、热爱生活的情趣。主讲张向杰老师

是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演出家协会理事、一至三届中国农歌会统筹、安徽民歌经典

光盘监制、省文化厅社文处正处级调研员。张老师的讲座别开生面，他时而为大家讲解

音乐理论知识，时而用演唱的形式演绎不同时期各国的经典歌曲，更是结合建党９０周年

详细介绍了抗战时期的红色歌曲。讲座结束时，残友们仍意犹未尽，纷纷上台与张向杰

老师一起合影留念。后来发生的不幸事件，更令残友们感动。张向杰老师２０１１年７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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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日代表安徽省文化志愿者，参加由文化部、中央文明办组织的“春雨工程———全国文化

志愿者边疆行”赴青海慰问演出。２５日在组织海东地区循化撒拉族自治县为农牧民演出

后，突发疾病，紧急送往医院抢救无效，不幸因公殉职。张向杰老师声情并茂的音乐讲

座，将永远留在安徽省图书馆残障读者的记忆里。

为宣传“残疾人保障法”，帮助残疾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３日第２０个

“国际残疾人日”，安徽省图书馆举办了第２４期“残障人士读书文化日”活动———残疾人保

护法知识讲座。讲座邀请了安徽文得律师事务所、合肥市律师协会未成年人保护法律专

业委员会主任郭连勇律师，为残疾朋友讲解普遍受关注的婚姻法、继承法、收养法等公民

法律知识。残疾朋友积极参与互动，郭律师耐心地解惑答疑。

２０１２年５月１８日下午，“全国助残日文化讲座暨第２８期残障人士读书文化日”邀请

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研究中心副秘书长、《文明风》杂志副总编、省演讲学会常务副会长

崔跃松老师，以“用心创造　幸福人生”为专题举办讲座。崔老师就“什么是幸福”、“怎样

获得幸福”，与来自合肥市近２００名残疾人朋友及残疾人工作者进行了交流。崔跃松老师

以典型的事例、动人的故事开篇，将听众引入他所要描述的情境。他以敏锐的视角、独到

的见解、质朴的语言、率真的个性激情演讲，受到在场听众的真心喜爱。

２０１２年８月７日上午“全民健身日”到来之际，安徽省图书馆第２９期“残障人士读书

文化日活动”邀请了合肥新华学院王军老师，为广大残友作“科学健身知识”讲座。他告

诉残友们，健身要结合自身条件、因人而异、科学锻炼。王老师还请出志愿者上台，模拟

盲人为大家进行示范，让残友们对科学健身和运动防护有直观的认知。讲座间隙，６位残

疾朋友还登台表演了集体轮椅太极操。合肥地区１００多位残疾朋友参加了讲座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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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人由于自身条件局限，人际交往不便，交友婚恋变成难题。第二次全国残疾人

抽样调查数据显示，我国１５岁及以上残疾人口中，未婚人口９８２万人，占１２．４２％；再婚

有配偶的人口４８１１万人，占６０．８２％；离婚及丧偶人口２１１６万人，占２６．７６％。将近

４０％的适龄残疾人未婚、离婚及丧偶［５］。公共图书馆可以通过组织书友联谊会、读书座谈

会等多种形式，为残疾读者创造见面交谈的机缘。安徽省图书馆残障人士阅览室，除供

残疾人士读书求知外，也为他们搭建起谈心交友的平台。

在安徽省图书馆举办“残奥在我心中”征文大赛颁奖座谈会上，安徽舒城县残疾青年

谢云政和铜陵市罗季芳积极参与发言，经过思想的碰撞双方颇感投缘，随后深入交往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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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发展为恋人。２００８年在“爱与和谐”残疾人文化读书日一周年庆祝会上，谢云政和罗季

芳小两口撒起了幸福的喜糖，他们激动地说没有那天的座谈会就没有今天的甜蜜生活，

感谢省图书馆提供的读书交友机会。现在，他们的婚纱照作为一道独特的装饰风景挂在

残障人士阅览室，激励着残疾人追求美好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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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２０１２年４月１９日发布第九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表明：我

国国民对当地举办阅读活动的呼声较高，且农村居民的期望程度要高于城镇居民。有

６２．６％的国民认为有关部门应当举办读书活动或读书节，其中，城市居民认为当地有关

部门应该举办阅读活动的比例为６０．６％，农村居民中这一比例为６４．０％［６］。“有奖读书

征文”就是读者欢迎的一种读书活动形式，残疾读者也不例外。读书活动有组织、可评

奖、媒体会宣传，参与者物质和精神皆有所得，迎合了残疾读者的心理需求。

安徽省图书馆是“安徽省残疾人阅读指导委员会”的成员单位。２０１１年３月配合安

徽省残联在全省开展了“生命中的太阳———残疾人喜迎建党９０周年”读书征文活动。本

次征文收到１３个市１６１篇征文，题材涵盖散文、诗歌、随笔、纪实。作品出于残疾朋友们

的真情实感，文字优美，内容积极，抒发了个人在党的领导和关怀下的成长历程和感悟。

蚌埠市的常云龙，一个还需要别人照顾的残疾人，毅然决然在松潘援建中奋斗到最后一

天；安庆市江乾坤的艰难人生让人潸然泪下；合肥市的李文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广播电

台知名栏目主持人……一篇篇征文，就是一曲曲生命的赞歌。最终评出一、二、三等奖和

优秀奖８６篇，所有优秀征文汇编成册发给各地残联组织和图书馆。征文的社会效果明

显，颂扬了党对残疾人事业的重视和对残疾人的特殊关爱，展现了残疾人自强不息的精

神风貌，在物质和精神的激励下，吸引了残疾人多读书读好书，激起残疾人读书学习的

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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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健全残疾人阅读档案，记录分析他们的阅读需求。根据他们的需求特点制定服务

内容，选择编印二次文献，进行特色跟踪服务。

精选报刊资料，编辑成残疾人专题信息。比如就业培训、健康生活、上网技巧、依法

维权、自强自立等，摆放在残疾人阅览室供阅读；推荐视频资料供残疾读者视听；推荐或

朗诵优秀书刊或篇章供残疾读者欣赏。这样的主动性服务，就是“为人找书　为书找

人”。减少了残疾读者从浩如烟海的文献信息中查找文献信息资料的不便，既体现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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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的人文关怀，又发挥了馆员的专业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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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致力于做好残疾读者服务工作，安徽省图书馆２０１１年被安徽省政府授予“十一五”

期间扶残助残“先进集体”。该馆给启示同行：公共图书馆应改变基本服务“重健、轻残”

的现象。首先馆长要提高认识，为服务残疾读者提供人、财、物的支持；其次落实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６２２号《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建成无障碍服务环境；然后提供温馨

的服务内容和采取便捷的服务方式，“变被动为主动、变等进来为送出去、变独唱为合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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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８年组建的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及其地方组织，履行“代表、服务、管理”残疾人职

能，宗旨是：弘扬人道主义，发展残疾人事业，保障残疾人平等地充分参与社会生活。因

此，公共图书馆开展为残疾人阅读服务，一定会得到当地残联的支持和配合。

中国残联２０１１年重点业务工作安排中，就明确提出要联合各级公共图书馆成立“残

疾人读书指导委员会”，广泛开展残疾人读书活动，在４月２３日“世界读书日”，开展“牵手

残疾人，走进图书馆”公益文化活动。还要加强公共图书馆盲人阅览室建设，调研制定公

共图书馆盲人阅览室配备规范，对盲人阅览室在使用面积、藏书量、书籍更新、辅助器具

配备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对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市（地）、县两级公共图书馆盲人阅览室

建设给予扶持。还将协助做好盲文出版机构与盲人阅览室之间图书配送的衔接工作［７］。

２０１２年３月中残联下发“关于加强残疾人文化建设的意见”!残联发（２０１２）７号"，更

为各地公共图书馆与残联联合开展丰富多彩的阅读活动提供了众多切入点。

图书馆与残联合作，一方面能得到经费支持。安徽省目前建成的省、县图书馆残疾

人阅览室都得到当地残联４万元左右的资金投入。另一方面能借助残联组织发动残疾人

参加阅读活动。安徽省图书馆的“残障人士读书文化日”从２００８年８月一直联合省、市残

联和安徽商报举办，有效避免了参加读者不多，舆论宣传冷清的尴尬，已经成为深受好

评、熠熠生辉的服务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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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图书馆残障人士阅览室专门吸收三位残疾义工参与管理与服务。每周五和

周六下午，他们都会坐着轮椅，出现在安徽省图书馆。患小儿麻痹症、坐在轮椅上的刘庆

平和洪武，教别的残疾读者学电脑维修、软件使用；因意外导致截瘫的女孩马琼辅导盲人

上网。他们说：“做义工让我们交到更多的朋友，也感受到自己的价值，所以很快乐。”［８］三

位残疾义工能够身临其境感同身受地与残友交流，成为图书馆和残疾读者之间的桥梁和

纽带。他们周围聚集了几十位残障人士，成为安徽省图书馆的忠实读者。在策划残障人

士读书活动时，为使活动方式和内容更贴近残疾人，安徽省图书馆常常听取三人的意见。

另外一位肢残读者陈红燕，更作为主要策划，协助举办了多次阅读活动。她凭借“安徽残

疾人论坛”负责人的网络影响力，及时发布活动信息，组织发动全省残障人士积极响应。

或许，正是在众多像安徽省图书馆这样爱心单位和社会爱心人士感动下，２０１２年春

运期间，合肥市７名残疾人志愿者三人一组，轮流在合肥火车站“值班”为旅客提供帮助。

这７人正是安徽省图书馆的残疾读者刘庆平、洪武、陈红燕、马琼、陈嫩江等。志愿者陈嫩

江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虽然我们的腿脚不好，但我们的双手和脑袋是健全的。我们在困

难的时候，得到了太多的帮助，所以我们也应该力所能及地去帮助别人，把爱心传递

下去。”［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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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履行社会教育职能一般多以书刊资源为载体。其实，读者也是图书馆拥有的

资源，“真人图书馆”［１０］就是利用读者的学识、经验、人生体会等发挥思想交流和示范引

导的作用。身残志坚的优秀残障读者，尤其是图书馆开展的社教活动的特殊资源。

２０１２年３月５日安徽省图书馆请五位残障读者与馆员一起走进合肥蜀山监狱，与服

刑人员围绕“读书励志　重塑人生”展开座谈。“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安徽医科大学学

生王雷，用自己遭遇车祸不幸致残但能考取大学的曲折经历告诉服刑人员，人生不是坦

途，只要有坚定的信念和乐观的心态，就一定能拥有适合自己的美好人生。省作家协会

会员赵娅萍则通过自己不甘身残、顽强努力实现自己的文学梦想启示服刑人员，人生要

多读好书追求真善美。合肥电台“共有这片蓝天”主持人李文、安徽残疾人论坛负责人陈

红燕、合肥市“三八”红旗手马琼，都用自己读书励志的经历启示服刑人员，读书学习是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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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错误改邪归正、提升自己的有效途径；知识和法律修养是打开新生之门的金钥匙。五

位残疾女士的发言引起了在场服刑人员的强烈共鸣，座谈会结束后久久不愿散去。五位

残障读者从此成为蜀山监狱首批持证“帮教志愿者”。

此外，安徽省图书馆在扶持市、县图书馆开展残疾人阅览服务时，多次让肢残读者陈

红燕作读书报告，介绍自己利用图书馆的体会，产生出较好的示范效果。

既然“残疾”是人类发展进程中必须付出的社会代价，那么包括公共图书馆在内的全

社会都应该关注残疾人的精神文化需求。在此，呼吁加强图书馆服务残疾人的理论研究

和实践总结，让更多的公共图书馆从中获得有益启示，进一步提高为残疾读者服务的社

会绩效，开创图书馆残疾人服务工作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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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马洪路：残疾人社会工作［犕］。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２０１０：４。

［２］百度文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共图书馆宣言１９９４［犈犅／犗犔］［２０１２０８０９］。犺狋狋狆：／／狑犲狀犽狌．

犫犪犻犱狌．犮狅犿／狏犻犲狑／３５４３６犮犲８４犪犳犲０４犪１犫０７１犱犲１１．犺狋犿犾．

［３］郑焱：调查显示：中国平均１．４万盲人１年才有１种新书［犖／犗犔］［２０１２０５２２］。犺狋狋狆：／／

狑狑狑．犮犺犻狀犪狀犲狑狊．犮狅犿／狊犺／２０１２／０５２２／３９０５７４２．狊犺狋犿犾．

［４］郭建模：残疾人工作基本知识读本［犕］．北京：华夏出版社，２００２：１２—１３。

［５］邓小群：深圳残疾人婚恋心理研究成绩显著［犖／犗犔］［２０１２０３３０］。犺狋狋狆：／／狉狅犾犾．狊狅犺狌．犮狅犿／

２０１２０３３０／狀３３９３３８３７４．狊犺狋犿犾．

［６］张贺：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公布　不到１成人觉自己读书多［犖／犗犔］［２０１２０４２０］。

犺狋狋狆：／／狀犲狑狊．狓犻狀犺狌犪狀犲狋．犮狅犿／犲犱狌／２０１２０４／２０／犮＿１２３００９０４１．犺狋犿．

［７］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中国残联２０１１年重点业务工作安排［犈犅／犗犔］［２０１２０８０９］。犺狋狋狆：／／

狑狑狑．犮犱狆犳．狅狉犵．犮狀／狑狓狕狓／犮狅狀狋犲狀狋／２０１０１２／１０／犮狅狀狋犲狀狋＿３０３１５９５７＿１３．犺狋犿．

［８］蜀山区残联：“锵锵三人”演绎最美爱心———身体残疾，结伴在省图书馆做义工３年［犖／犗犔］［２０１２

０５０２］。犺狋狋狆：／／狑狑狑．犺犳犵犼犼．犮狅犿／狀７２１６００６／狀８７０５６９７／狀８７０５９４７／狀８７４４２８１／２３７９５７２５．犺狋犿犾．

［９］刘敏：合肥火车站残疾人志愿者春运“值班”［犖／犗犔］［２０１２０２１３］。犺狋狋狆：／／狀犲狑狊．犪犺狑犪狀犵．

犮狀／犻犿犪犵犲狊＿狀犲狑狊／０２１３／１１１８１８６．狊犺狋犿犾．

［１０］塔娜：“真人图书”，你“借阅”过吗［犖／犗犔］图书馆报，２０１２０５２５：犃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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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地址：安徽省合肥市芜湖路７４号（邮编２３０００１）

电子邮箱：犾犻狀狓犱＠犿犪犻犾．犪犺犾犻犫．犮狅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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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代县区公共图书馆服务弱势

群体探索

———以通渭县图书馆青树小项目“携老上网游”

为例

□ 4j�4j�4j�4j�

12$0"(9 1A2,"%7 ?$-+A) #& 3-+(*&
<+#7", !"#$%$"2) "( *42 '(=-$>%*"-(
.92
—Ａ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ＬｉｂｒａｒｙＰｒｏｇｒａｍ “Ｏｎｌｉｎｅ

ｗｉｔｈｔｈｅＥｌｄｅｒｌｙ”ｂｙＴｏｎｇｗｅｉＣｏｕｎｔｙＬｉｂｒａｒｙ

□ C&(, W'(,

çèé信息时代，特别是全国文
化资源信息共享工程启动后，县

区公共图书馆面对馆藏资源数字

化、信息化、网络化，对他们怎样

有效地开展服务是县区图书馆需

要探索的问题。本文以通渭县图

书馆青树小项目“携老上网游”为

例，对全县的老年人上网现状及

存在问题进行调查，并提出了相

应的对策：坚持公益性原则，坚持

免费服务理念，充分利用“共享工

程”建设，开展部门合作，实现资

源效益最大化等措施，从而改善

对弱势群体的服务。

　　随着电子科技和网络的飞速发展，电脑开始进入普通

家庭，各阶层的人群都不同程度的接触和使用电脑遨游网

络世界，为日常生活获取信息，与他人交流沟通，下载休闲

娱乐素材等。由于电脑和互联网特定的技术含量，目前，

使用电脑和上网的主流人群还是以年轻人为主，大部分如

老年人、农民工、贫困人口等弱势群体对电脑和网络的接

触使用还存在很大的障碍，特别老年人是网民群体的一个

盲区，但不容忽视的现实是，他们同样对电脑充满兴趣，对

网络充满好奇和渴望。

《公共图书馆宣言》中明确指出，每一个人“都有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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êëìé信息资源，弱势群体服
务，基层图书馆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犎狅狑狋狅犮狅狀犱狌犮狋犲犳犳犻犮犻犲狀狋

狊犲狉狏犻犮犲狊犳狅狉狊狆犲犮犻犪犾犵狉狅狌狆狊犻狊犪犮犺犪犾

犾犲狀犵犲犳犪犮犻狀犵犿犪狀狔犮狅狌狀狋狔犾犻犫狉犪狉犻犲狊

犻狀狋犺犲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犪犵犲，犲狊狆犲犮犻犪犾犾狔
犪犳狋犲狉狋犺犲犾犪狌狀犮犺狅犳犖犪狋犻狅狀犪犾犆狌犾

狋狌狉犪犾犐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 犚犲狊狅狌狉犮犲狊犛犺犪

狉犻狀犵犘狉狅犼犲犮狋犻狀犆犺犻狀犪，犪狀犱狆狌犫犾犻犮

犾犻犫狉犪狉犻犲狊犳犪犮犲犱犻犵犻狋犻狕犻狀犵，狆狌犫犾犻犮犻狕犻狀犵
犪狀犱狀犲狋狑狅狉犽犻狀犵狅犳狋犺犲犻狉犮狅犾犾犲犮

狋犻狅狀狊．犜犺犲狆犪狆犲狉犻狀狋狉狅犱狌犮犲狊犪犾犻

犫狉犪狉狔狆狉狅犵狉犪犿 “犗狀犾犻狀犲狑犻狋犺狋犺犲

犈犾犱犲狉犾狔”犮狅狀犱狌犮狋犲犱 犫狔 犜狅狀犵狑犲犻

犆狅狌狀狋狔犔犻犫狉犪狉狔．犃狀犻狀狏犲狊狋犻犵犪狋犻狅狀

狑犪狊犮狅狀犱狌犮狋犲犱犳狅狉狋犺犲狆狉狅犵狉犪犿狋狅

犳犻狀犱 狋犺犲 狊犻狋狌犪狋犻狅狀 犪狀犱 犲狓犻狊狋犻狀犵

狆狉狅犫犾犲犿狊狅犳犪犮犮犲狊狊狋狅狋犺犲犐狀狋犲狉狀犲狋

犳狅狉犲犾犱犲狉犾狔狆犲狅狆犾犲犻狀狋犺犲犮狅狌狀狋狔．

犜犺犲狆犪狆犲狉犪犾狊狅狆狉犲狊犲狀狋狊狋犺犲狉犲犾犲

狏犪狀狋犮狅狌狀狋犲狉犿犲犪狊狌狉犲狊．犐狀犪犱犱犻狋犻狅狀，

狋犺犲犪狌狋犺狅狉犿犪犱犲狊狌犵犵犲狊狋犻狅狀狊狅狀狋犺犲

狑犪狔狊狅犳犻犿狆狉狅狏犻狀犵狋犺犲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

犾犻狋犲狉犪犮狔狅犳狋犺犻狊狊狆犲犮犻犪犾犵狉狅狌狆．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狋犺犲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狉犲狊狅狌狉犮犲狊，

狋犺犲狏狌犾狀犲狉犪犫犾犲犵狉狅狌狆狊犲狉狏犻犮犲，犮狅狌狀狋狔
犾犻犫狉犪狉狔　

享受公共图书馆服务的权力，而不受年龄、种族、性别、宗

教信仰、国籍、语言或社会地位的限制。”即便在当今的数

字化网络时代，公共图书馆仍应坚持这样的服务理念为弱

势群体提供服务，保障他们平等共享社会先进物质文化成

果。下面我们以通渭县老年人为例，对社区特殊人群的上

网需求和信息时代县区公共图书馆的信息服务进行探索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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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渭县位于甘肃省中部，定西市东侧，介于东经

１０４°５７′～１０５°３８′、北纬３４°５５′～３５°２９′之间。全县农民人

均收入２８８３元，属于全国贫困县。全县现有总人口４４．６７

万人，其中６５岁以上老年人口３７１５５人，占全县总人口的

８．３％。［１］根据联合国关于人口老龄化的划分标准，６５岁以

上老年人在总人口中占７％以上，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

进入老龄化社会。那么，通渭已进入老龄化社会。

通过对社区居民利用网络情况的调查发现：６—２０岁

８５％的人会上网，２１—４０岁９８％的人会上网，４１—５０岁

９０％的人会上网，５０—６０岁会上网的人锐减到４５％的，而

６０—７０岁这个年龄阶段的人只有９．５％的人会上网或接

触电脑，而在７０岁以上的上网人数为０。由此可见，５０岁

以上的人员，随着年龄的增大，会上网和接触电脑的人数

越来越少。北京大学人口所的蒋耒文曾经说过：“忽视老

年人的社会进步，是不真实的进步；远离老年人的科技发

展，是不完整的发展；没有老年人参与的网络世界，也是一

个有缺陷的世界”。［２］由此可以说明，老年人需要网络来充

实他们的老年生活，而网络也同样需要老年人的参与。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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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这一现象，通渭县图书馆在美国青树基金会的指导和帮助下，举办了“携老上网游”活

动，对全县老年人进行上网培训，使其能够与年轻人一起共享电脑与网络带来的便捷和

快乐，实现对网络信息资源的共享，以丰富他们的老年生活。

"! ×ØÙ<=>IJcdeõ3¢Û

通渭县图书馆依托全国文化资源信息共享工程资源优势，建立了拥有４０台电脑，１０犕

宽带网络的电子阅览室以及能容纳７０人的数字报告厅，彻底解决了硬件资源不足的现状。

通过近一年对电子阅览室的运行可以看出，利用电子阅览室服务老年网民群体的现状：

２．１　在美国青树基金会的指导和帮助下，我馆于２０１１年９月举办了“携老上网游”

活动，对全县老年人进行上网培训，由于老年人的接收速度慢、馆内没有专业的计算机师

资力量，就第一期培训班进行了将近一年，但效果也不怎么理想，时下，我馆服务老年网

民还是以培训为主。

２．２　在近一年的运行过程中，由于在认识上存在偏差，平时选择上机的老年人数不

多，他们认为公共图书馆电子阅览室就是一个免费的网吧，是专为青少年提供上网服务的。

今年，我馆电子阅览室共接待读者３４００余人次，其中大多数为大中专毕业生和初高中学

生，达到２８００余人次；老年人只有２３０余人次，他们都是固定读者，平均每月来馆次数为１０

次左右。从选择服务的情况来看，多数选择互联网发送邮件、犙犙聊天、玩小游戏、浏览网页

等，只有少数大中专毕业生选择下载考试资料、题型练习等，真正选择网上阅读、信息检索

的读者很少，老年人最受关注的信息大多都以新闻信息、休闲娱乐、生活信息为主。

#! ×ØÙ<=>IJcdeõr&3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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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常来图书馆选择电子阅览室的读者来看：青少年人群为多数，达到总人数的

８２％，老年人群和农村居民分别占６．８％和０．２％。从地域上看：城镇或城郊居民容易得

到图书馆电子阅览室提供的网络服务，而农村居民得到的网络服务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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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通渭县图书馆电子阅览室

接待读者范围分布情况

从图１的分布情况看，由于个人需要、地域

限制、经济基础等种种因素，享受公共图书馆电

子阅览室信息资源的各类人群比例并不平等。

农村人口要多于城镇人口，但这一群体利用图

书馆现代化设备获取信息的人最少；随着近年

来大量青壮劳动力从农村流入城市，导致农村

“留守老人”和“空巢老人”人数急剧增加，从老

年人的心理需求来看，他们最需要培养兴趣爱

好以及休闲方式来慰藉心灵的抑郁、孤独和失

落感。同时，农村老年人每天想着最多的事情，就是能和在远方的孙子、孙女说上几句

话。和城镇相比，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农村居民所享受的文化权益比较低，农村社会

服务短缺，如我县边远地区的大部分农村连电话信号都没有，还谈何上网和孙子孙女进

行视频对话？他们的信息源基本来自电视和广播。虽然“共享工程”基础设施延伸到了

乡镇、村、社区，但由于经济、人员等因素限制，大部分村、社区，包括乡镇文化站的服务点

都没有真正运行。任凭图书馆有海量资源，也无法服务到边远地区的农村居民，这不能

不说是一种莫大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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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社会上一些“黑网吧”接收未成年人上网，以及大部分网站提供的不健康内容毒

害了一代青少年的心灵，多数人认为，公共图书馆电子阅览室是专为青少年学生开设及

开展信息服务的绿色上网通道，因而在宣传上只针对青少年群体，导致对社会弱势群体

的关注度不够，没有针对老年网民以及社会其他弱势群体网民的专门宣传策略和宣传渠

道，致使老年人等弱势群体对图书馆电子阅览室没有感性认识，对他们没有形成强有力

的吸引力。在“携老上网游”培训前期，我们给在社区老年人发放了１２０份调查问卷，发现

有８０％以上的老年人认为网络很神奇，可以和远在千里的子女、孙子视频聊天，能拉近和

孩子们的距离，缓解“空巢”老人的烦躁、焦虑、紧张心理，并能随时随地了解一些健康知

识，对他们的帮助很大，希望能经常上网；１０％的老年人上网玩游戏，下象棋，但时间久了

身体不舒服，头疼、眼胀、腰酸，不想玩的太久；还有一部分人认为，电脑太难操作，学不

会。综合调查发现，大部分老年人都想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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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电子阅览室要利用它独特的软硬件资源优势，对掌握电脑和网络知识较为缓

慢的弱势群体，进行包括电脑软硬件的简单操作、网络功能和电子邮件的发送接收、视频

对话、远程登录、资料下载、资源检索及浏览使用等方面的免费培训，但是，县区公共图书

馆在人员配置方面，缺少掌握计算机软硬件、网络知识及信息资源检索的管理人员，导致

在培训过程中，无法彻底解决受训人员的问题。我馆在“携老上网游”培训过程中，由于

缺少电脑软硬件知识方面的人才，老年人上网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我们无法解决，即使管

理员三两下能把问题解决了，但老年人问该怎样解决时，茫然无措，不知如何回答。我馆

电子阅览室目前仅有４０台电脑，每期我们仅能培训４０名老年人，老年人的接收能力又

慢，第一期我们培训期长达一年时间。试想全县３万多老年人何时才能培训完。

X:Y&�bW�b)45é�Tqz_®�]45S{¦
大多数县区公共图书馆开始注重对弱势群体的服务，特别是利用电子阅览室着手对

社会弱势群体进行培训。但对他们的服务工作不规范，随意性很大，服务项目不能经常

性、持续性地开展。由于还没有形成有效的制度来规范电子阅览室为弱势群体服务的行

为，导致有些图书馆把电子阅览室为弱势群体开展服务作为某些活动的衬托和点缀，不

能真正地为弱势群体提供切合实际的有效服务，只是做了一些面子工程和形象工程。

$! abIJfghb3�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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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文化部、财政部《关于推进全国美术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免费开放工作

的意见》（文财务发〔２０１１〕５号）要求，全国公共图书馆在２０１１年年底全面免费开放。公

共图书馆作为公益性事业机构，其公益性体现了对弱势群体的关怀，体现了社会公平，是

社会平等的一种象征，其公益性实质就是坚持免费服务理念。［３］公共图书馆坚持免费服

务的公益性原则，使得弱势群体能在这里免费获得知识和信息，为弱势群体获取知识和

信息提供保障。对于信息时代数字图书馆来说，如果不坚持免费服务的理念，它也只会

成为为富人提供信息服务的机构，社会弱势群体是无法从它那里获取知识和信息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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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图书馆只有坚持公益性的原则，坚持免费服务的理念，关注弱势群体，使所有公民特别

是社区老年人、农村居民、务工民工、残疾人等弱势群体都能在这里获取知识和信息，才

能更有效地做好弱势群体服务工作。我馆于２０１１年１０月开始，面向社会免费开放，电子

阅览室也是免费试用，通过近一年来的免费开放，来我馆电子阅览室的老年人逐渐增多。

Y:!&�cª ·óô�Oº48T45z_®�
弱势群体特别是老年人群体一般无力购置电脑和使用电脑，因此电子阅览室应对他

们提供免费培训和免费上网，帮助他们获取知识和信息。县区公共图书馆可以充分利用

国家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县级支中心建设提供的基层网络服务，扩大为弱势群体服务

范围。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是充分利用现代新技术手段，依托各级图书馆，结合

全国远程教育，实现优秀数字文化在全国范围内的共享。［４］公共图书馆可以利用其在县、

乡镇、村、社建立的服务网络，加强对老年人、边远农村、残疾人等弱势群体更为全面的信

息服务，做到只要网络到达的地方就有我们县区公共图书馆的服务，快速有效地扩大为

弱势群体的服务范围，使更多弱势群体能够受益。我馆充分利用共享工程的资源，组织

参加培训的老年人在网上观看共享工程资源中的戏剧讲座和电影，并对当地老年群众喜

爱的节目刻录成光盘，进行散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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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广、更深的服务社会、服务弱势群体，县区公共图书馆应该探索一条与其他企

事业单位合作的路子。例如，“携老上网游”项目的实施过程中，为争取培训效益的最大

化，通渭县图书馆积极与县老干中心、通渭一中开展合作。图书馆可凭借其信息资源优

势提供服务平台，老干中心发挥人力资源优势，发动老干部和社区老年人积极参与“携老

上网游”培训班，通渭一中计算机与信息管理中心教师志愿为受训老年人辅导。在开展

合作的过程中，公共图书馆务必要牢固树立服务意识、创新意识，在合作中求发展、在发

展中促合作，为图书馆馆藏资源实现效益最大化的同时，为图书馆员提供发挥服务和展

现才能的机会，保持公共图书馆的服务特色。

Y:Y&��45é�T{¦qz_®�]45
为了规范对弱势群体的服务，图书馆应完善弱势群体服务制度，来约束服务中的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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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性和不连续性。首先县区公共图书馆应建立专门服务弱势群体的职责部门，对弱势群

体服务提供保障，有了具体部门、具体人员负责，可以有效防止服务弱势群体时的工作不

规范，随意性大，服务项目不能经常持续性地开展等问题；就不会产生走过场式的、点缀

式的形式化服务。在此基础上才能做到为弱势群体服务长期化、制度化。其次，建立弱

势群体档案，联合老干中心及民政部门对本地区老年人群体和其他弱势群体的档案材

料、具体情况进行搜集登记，并对他们所需信息的种类、所选择的服务方式、满意度等利

用图书馆的基本情况进行记录。再次，通过制定上机守则，要求读者遵守网络公德，不要

因为个人的不当行为危害整个网络安全，影响其他人上机阅读，同时要制定工作人员岗

位要求，对工作人员的业务范围、职责等提出要求。在充分了解各类弱势群体的特征和

信息需求之后，图书馆才能有的放矢，确定自己的重点服务范围和重点服务方式，有针对

性地为各类弱势群体提供各种长期化、制度化的服务。

Y:Z&L�HIe48TõÌ45nø
为了适应信息化建设要求和新时期读者对图书馆服务工作的需求，图书馆应进一步

开拓和创新图书馆的读者服务工作。随着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图书馆的服务

工作无论是在服务对象、服务手段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一切为了读者的服务宗旨

是不会改变的。因此，面对信息环境的激烈竞争，图书馆在培养图书馆馆员服务的开拓

创新意识刻不容缓，只有在传统服务的基础上，不停地围绕信息化建设和读者需求上下

工夫、做文章，在创新中求适应，在适应中求发展，才能不断提升服务水平。创新服务观

念的一项重要内容是以人为本，网络时代无限的、杂乱的海量信息充斥四周，不禁使读者

感到迷茫和焦虑，他们需要图书馆提供经过整合加工的、有序的信息。［５］所以，图书馆应

有针对性地开展各种形式的服务活动，对服务内容适时进行调节，形成面向需求、适应变

化的动态服务理念。例如，可通过建立图书馆网站，利用网站论坛、电子邮件、网络聊天

室等开展与读者的交流，读者可通过电子邮件向图书馆咨询各种问题，图书馆可通过网

站论坛组织讨论，提出问题，探讨问题，进行读者与馆员、读者与读者间沟通和交流。总

之，把信息化建设与创新服务结合起来，以创新服务构筑图书馆事业发展新的平台，从根

本上提升图书馆整体服务水平和竞争力。

Y:[&'(;)ÛÙ|T�;PQÜÝÑ¶
网络的不断发展与完善，对图书馆信息服务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图书馆信息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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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人员必须掌握现代信息技术，熟悉馆藏和网络信息资源，并能围绕咨询课题，快速、广

泛地搜集信息，综合运用知识、智力和能力加工、重组信息，提供高质量的信息产品。这

是做好信息时代信息服务工作的重要保证。要培养、造就一支高素质的图书馆专业人才

队伍，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首先要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如岗位培训、继续教育等方

式，定期进行专业理论和实践技能的培训，提高从业人员的计算机应用知识、外语水平和

信息加工技术。其次采取派出学习、进修等多种途径，提高专业人员水平，为培养骨干、

尖子人才创造条件。再次采取扎实有力措施，引进高素质的人才，构建合理的人才结构，

建立科学的人力资源管理机制。

总之，在全国文化资源信息共享工程启动后，县区公共图书馆面对馆藏资源数字化、

信息化、网络化，图书馆员要顺应时代发展要求，自觉从实际出发，有所为有所不为，对社

区弱势群体开展服务，积极消弭“数字鸿沟”，让他们能够共享网络带来的便捷和快乐，实

现对网络信息资源的共享，丰富他们的生活，使公共图书馆不负“社会信息公平和信息保

障制度”的历史使命，提升图书馆整体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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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民众的健康：通渭青树乡村图

书馆信息推送服务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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çèé作为现代图书馆，要能得
到社会及社区居民的认可，并不

是按时按点的开门，准确无误地

为他们提供几册图书，而是要密

切关注民众的生活细节，掌握民

众的生活动态，及时准确地为他

们提供他们生活中急需的信息。

通渭青树乡村图书馆正是基于这

一认识，充分发挥图书馆的信息

推广服务功能，帮助社区居民更

有效地了解和使用信息，改善自

己的生活状态。本文仅就青树乡

村图书馆在社区和学校开展健康

教育之案例作为研究对象。在整

个健康教育项目中，通渭青树乡

村图书馆为不同的人群制定相应

的健康信息，形式多样，对不同的

目标人群采取不同的服务方式，

并充分发挥图书馆联盟的作用，

共享健康类信息资源，尽可能地

将信息在最大范围内推送。文章

最后论述了青树基金会在整个健

　　通渭青树乡村图书馆是美国青树教育基金会２００２年

开始建设的第一批图书馆之一，经过十年的建设，通渭青

树图书馆已发展成为以当地学校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结

成的一种农村图书馆联盟，该联盟以中学图书馆和县公共

图书馆为中心，形成了校馆辐射农村中小学、县馆辐射农

村乡镇综合文化站的联合辐射模式。目前通渭青树乡村

图书馆建设已建成规模。

中心图书馆在完成自身基本建设的基础上，将二级卫

星图书馆纳入其图书馆自动化管理系统，并向卫星图书馆

提供技术、管理和服务等方面的培训，以及在图书、技术和

项目上给予扶助。在区域图书馆体系中，图书馆可以在技

术、管理和服务等方面进行交流，实现多项合作，例如：图

书互借，项目合作，项目复制等。在协同项目中，各图书馆

可以共享资源，优势互补。区域内各图书馆不仅服务其主

体目标人群（如学校图书馆服务师生，农业园区图书站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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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教育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所

起到的积极的作用。

êëìé青树乡村图书馆，健康
教育，农村信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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犲犾狊狋狅犪狊狊犻狊狋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犵狉狅狌狆狊犪狀犱

犳狌犾犾狔狌狋犻犾犻狕犲犱狋犺犲犳狌狀犮狋犻狅狀狅犳狋犺犲犔犻

犫狉犪狉狔犆狅狀狊狅狉狋犻狌犿犪狊狑犲犾犾犪狊犻狀犳狅狉

犿犪狋犻狅狀 狉犲狊狅狌狉犮犲 狊犺犪狉犻狀犵 犪犫狅狌狋

犺犲犪犾狋犺犮犪狉犲狀犲犲犱狊，狋狅犲狓狋犲狀犱犻狀犳狅狉

犿犪狋犻狅狀犪犮犮犲狊狊犪狀犱狌狊犪犵犲．犜犺犻狊狆犪

狆犲狉犱犻狊犮狌狊狊犲狊狋犺犲犪犮狋犻狏犲犻狀狏狅犾狏犲

犿犲狀狋犪狀犱狋犺犲狉狅犾犲狅犳狋犺犲犈狏犲狉犵狉犲犲狀

犈犱狌犮犪狋犻狅狀犉狅狌狀犱犪狋犻狅狀犻狀犪犾犾犲犱狌犮犪

狋犻狅狀犪犾犪犮狋犻狏犻狋犻犲狊．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犈狏犲狉犵狉犲犲狀犚狌狉犪犾犔犻犫狉犪狉狔，

犺犲犪犾狋犺犲犱狌犮犪狋犻狅狀，狉狌狉犪犾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

狊犲狉狏犻犮犲　

务园区村民），而且服务辐射社区。汇集起来，社区各人群

的信息和文化需求都能够得到满足，联盟的力量将对农村

社区教育、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青树基金会将青树乡村图书馆的发展分为自动化建

设、基本服务建设和拓展服务建设三个阶段来进行。目前

第一阶段工作已完成，各成员单位的计算机、自动化管理

系统基本软硬件已全部到位，实现了自动化管理。从２００８

年开始进入基本服务建设阶段，基本服务建设主要是通过

图书馆小型项目以促进图书馆的服务。通过持续的开展

小型项目，图书馆将达到适合的馆藏，较好地流通率，目标

人群的认可和积极参与，这一切形成图书馆持续健康发展

的基础。通渭青树乡村图书馆在基本服务建设的同时，开

展了拓展服务建设，拓展服务建设指的是在对目标人群的

基本服务达到一定水平之后，图书馆结合区域图书馆体系

资源或社区资源，在服务的广度和深度两方面进行拓展。

比如学校图书馆体系在农村社区信息技术培训和服务的

拓展，公共图书馆为不同人群定制阅读和信息服务，学校

图书馆体系和公共图书馆体系联合在社区健康教育、法制

教育等方面的拓展等等。［１］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在美国，英国以及一些欧洲国家，开

始流行一种新图书馆模式，有的称为：“社区服务中心”，有

的称为：“信息推荐服务”也有的称为：“社区信息中心”这

种服务的模式得到世界上犃犔犃和犐犉犔犃机构的肯定，认

为它应该是日后贫穷和未开发国家遵循使用的最佳模

式。［２］纵观三十年来中国公共图书馆的发展趋势，此一论

断得到了印证。作为现代图书馆，要能得到社会及社区居

民的认可，并不是按时按点的开门，准确无误地为他们提

供几册图书，而是要密切关注民众的生活细节，掌握民众

的生活动态，及时准确地为他们提供他们生活中急需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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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通渭青树乡村图书馆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充分发挥图书馆的信息推广服务功能，帮

助社区居民更有效地了解和使用信息，改善自己的生活状态。

本文仅就青树乡村图书馆在社区和学校开展健康教育之案例作为研究对象。

!! ]^$'»ij

健康教育是通渭青树乡村图书馆继“沼气利用推广”服务活动成功完成后的又一项拓展

服务的案例。通渭位于甘肃中部，地处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境内沟壑纵横，水土流失严重，以

干旱为主的自然灾害频繁。总面积２９０８．５平方公里，现辖１８个乡镇３３２个村１０个社区，

总人口４４．６７万人，其中农业人口４０．４万人。近年来，通渭经济保持快速增长，人民生活

水平显著改善。２０１１年全县人均犌犇犘为５６６１元，全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１０９５０

元，比上年增加１３４４元，增长１３．９９％；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为３９．５０。农民人均纯收入

２８８３元，比上年增加３３３元，增长１３．０６％；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２５０２．４８元，增长

１３．４２％；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为４９．３９。［３］在目前这一现状下，社区居民最为关心的是什么？

通渭青树乡村图书馆对此进行了调研，得出的结论是健康。随着年龄的增大，人们对

健康信息的需求越强烈。居民在基本的生活得到保障和提高后，其最为关心的是自身的健

康。这不但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居民近年来凸显出来的问题，也是一个国际社会普遍存在

的现象。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世界卫生组织警告，到了２０１５年，和生活方式有关的

疾病将加倍，因此呼吁各国倾全力对抗这类疾病。全世界每年有大约１７００万人因为患上

可预防性慢性疾病而提早丧命。到了２０１５年，将有３６００万人死于这类疾病，当中将近一

半人的年龄在７０岁以下。［４］世卫组织西太平洋区域主任尾身茂认为，各国应该采取“全社

会参与”的预防措施，“从政府到私人机构，国民到社区，各个单位都必须相互合作”。

目前我国健康教育工作的发展滞后，且城乡之间存在着较大差异。

表１　农村居民健康行为和意识情况

从不锻炼 吸　　烟 从未体检 睡眠不足
不关注

健康信息

人数（狀） １２５ １３３ １５８ ９９ １４８

比例（％） ６４ ６８ ８１ ５１ 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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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上表可以看出，民众的健康意识和健康行为形成率还较低，特别是在贫困、边远农

村地区，农民自我保健意识淡薄，存在许多落后的生活习俗，２００１年全国６省农村健康教

育现状调查显示：在农村５岁以上人群中，环境、饮水、营养、传染病、慢性病预防等８项基

本卫生知识知晓率仅为３６％。［５］

联合国曾提出一个口号：“千万不要死于无知”。无知是指什么呢？这里指的就是对

健康知识的匮乏。现在人们的生活富有了，物质条件丰富了，生活水平提高了，但其健康

水平并没有随之提高，反而是血压高了，血糖高了，血脂高了，肥胖程度提高了，心脑血管

发病率高了，健康水平下降了，亚健康的人多了。这都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许多人缺

乏现代的科学保健知识。

因此普及基本卫生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是当前农村中急需解决的问题。此项目

也得到了青树基金会的许可和支持。

"! ]^$'»�C

这次健康教育通渭青树图书馆联盟将启动了所有的区域内图书馆，中心图书馆制订

了详细的计划书，为不同人群定制健康教育计划，推广健康信息。

!:#&jS�]Ù®éÞ�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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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教育的内容虽然有一定的

共性，但不同的人群他们的健康教育

的需求却有着突出的个性。这个性

信息才是他们最为关注的，也是他们

最为急需的。为此青树乡村图书馆

首先是找出不同目标人群的个性，为

不同目标人群制定出相应的健康

信息。

２．１．１　学校图书馆：目标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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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学生，并以学生为中心，带动家长、亲戚，提高健康意识。在农村，中学生在家里属于文

化水平比较高的群体，他们的言行具有一定的可信性，中学生健康意识的提高，势必会带

动整个家庭健康意识、健康水平的提高。

为了更准确地了解学生健康教育的个性，一中图书馆首先敦促学校对在校学生进行

了健康基准数据调查和年度体检。三年来，通过县防疫站对高一、高二级全体学生进行

了年度身体健康状况检查，共检学生２８３５人；对高三级全体学生进行了高考考前身体健

康状况检查１１５７人；学校医务室为学生进行免费疾病检测６００多人次，并以零利润的药

品价格为学生提供服务。

从健康体检统计情况分析，在校学生常见病、多发病患病率仍然较高，检出各类疾病

及身体缺点中视力低下发生率最高，达５６．０６％。其次为扁桃体肿大发生率为２．２３％，龋

齿发生率为３．７９％。所检出的各类疾病患病（发生）率除视力低下升高外，其他同往年相

比均有明显下降。分析其原因，视力低下主要与学生学习负担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逐渐加

重，同时与不正确的读、写姿势及教室采光、照明条件不良、长时间用眼等因素有关；扁桃

体肿大主要与教室空气流通不畅，气候干燥，上呼吸道疾病增多等有关；龋齿主要发生于

口腔卫生保健意识较差，睡前不刷牙，且刷牙方法不当，饭后无刷牙习惯，吃零食、甜食、

偏食等因素有关；同时，高中学生面临着超重的学业和考学的压力，所以存在极严重的心

理压力调试问题。

为此一中图书馆根据其个性，有针对性地开展了相关的健康教育。

一中图书馆健康教育内容示意图

首先学校图书馆编写了《健康教育手册》，《健康教育手册》的编写内容，重点考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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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健康需求的个性，又兼顾了健康教育信息需求中的共性。如在个性信息中选入了青

少年常见疾病及其预防，青春期健康知识，五官科疾病，对中学生心理健康知识用了一大

章的篇幅。因考虑到学生对其家庭的影响，以涉及了农村常见的传染性疾病、食物中毒

等知识。

随后学校以《健康教育手册》为课本，开设“健康教育课”，组织“青春期女生健康教

育”讲座，开展了“健康征文”比赛、“健康知识”手抄报展评等活动。并在学校及社区居民

中开展了口腔保健工作。

最后，将其成功的经验复制到其他卫星学校中。

２．１．２　县公共图书馆：目标人群为农村社区居民和馆内读者。

为了保证健康教育的信息需求，首先收集健康类图书资料，筹建健康类图书专架。

在普通书库建立了健康类图书专架，在报刊阅览室，建立了健康类期刊专架。有针对性

地编印《健康文摘》。《健康文摘》每两个月编印一期，每期根据不同时间和不同的服务对

象来确定主题。如春节期间为外出务工人员定制了职业病的相关知识，为农村居民定制

了用药知识，为老年人定制了老年人常见病的预防，为少儿定制了口腔保健知识。将不

同内容的健康文摘送到不同的目标人群中。

公共图书馆健康教育内容示意图

!:!&Wÿ´�TqS�]hðÙ®��S�]45lÿ
在整个活动中，青树图书馆注重健康教育活动的创新，以多种形式，多种渠道，开展

了健康教育宣传活动。对学生群体，学校开设“健康教育课”，组织“青春期女生健康教

育”讲座，开展了“健康征文”比赛、“健康知识”手抄报展评等活动。如读书会、观影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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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增强了宣传活动的吸引力，让每个人都能亲身的参与其中，激发他们对健康知识的

兴趣。

充分发挥心理咨询室的作用，先后，心理咨询室为５６名学生开展了心理健康个别辅

导工作。每年对高三级学生集中进行了２次高考考前心理辅导，并进行了２０多人次的高

三学生心理个别辅导。

对社区居民，要主动走出去，多接触，多交流，进而得到学校他们对学校社区服务活

动的认可和支持，从而提高他们的健康水平。如青树图书馆在园区流通站和中林流通

站，邀请口腔保健专业人员，面对面给村民演示如何正确地刷牙等口腔保健知识。

县图书馆给馆内少儿读者播放动画片《牙齿王国历险记》６场次，观看小读者达５７２

人次。给在外务工人员在春节回家期间散发以职业病预防为主题的《健康文摘》４００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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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犐狀狋犲狉狀犲狋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网络为用户提供了空前丰富的信息资源。网

络无疑是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但通过对农村居民获取方式的调查发现，随着年龄

的增大，通过网络获取信息的人的比例越小，网络信息是老年人的盲区。

农村居民信息获取方式调查表

电　视
广播、

收音机

报纸、

书刊资料
朋友交流 网　络 其　他

２０岁以下 ９ １ ８ １ １８ １

２１—４０岁 ２０ ４ １８ ３ １７ １

４１—６０岁 ２３ ６ １１ ５ ９ ２

６１岁以上 ２１ ４ ９ ４ １ ２

所占比例 ３７．２％ ７．６％ ２３．５％ ６．６％ ２２．９％ ３％

　　５０岁以上人员中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大致是由文化水平较低和信息技能低下而造

成。为此，县公共图书馆通过青树小项目“携老上网游”，对５０岁以上的老年人进行了培

训。第一期学员共３０名，其中男２４人，女６人；年龄最大的８１岁，最小的５０岁。青树

为县图书馆购置了３０个电脑手写板，彻底解决了老年人文字输入法的困难。县图书馆

的培训是从最基本的电脑开关机开始，通过一年的努力，现在他们已经能够畅游网络。

为此县图书馆建立了健康与你同行的博客，博客里汇聚了各种健康类信息，让他们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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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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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开发的健康类信息资源，在区域图书内共享。如把学校的健康教育的信息资源

共享到图书馆内读者中学生群中和下属学校卫星站的学生中，而公共图书馆的健康类图

书专架中的所有图书资料，区域内图书馆的读者都可免费借阅。公共图书馆所编印的

《健康文摘》又通过学生、下属卫星站向社区居民散发，这样各种健康类信息通过不同的

渠道进入不同的目标人群中。仅可能地将信息在最大范围内推送。

#! kl�áÑ&mó]^$'?@*Gno3K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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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的开始，首先由项目单位向基金会提供健康项目的整体规划书经基金会审定同

意后再进行执行。除整体规划书由基金会审定外，活动的每个阶段的计划书，包括每期

健康文摘的内容，健康手册的内容，所购置的图书书目，所征订的健康期刊的种类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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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项目的审定，青树基金会将邀请国内外相关的专家来负责审核。

X:!&2,]2@
项目整个活动所需资金和物质均由青树基金会提供。当然首先要由项目单位提供

详细的预算书，基金会审定后执行。在这次健康教育活动中，青树基金会先后为该项目

提供资金达３０万元，其中在县一中援建了学校校医室，为校医室购置医疗设备２０台件。

为图书馆购置健康类图书２５６０册，订购健康类期刊１３种，购置光盘资料１０５张，为项目

实施配备了电脑１２台，通过与高露洁公司协商，该公司为口腔保健提供牙具牙膏３万件。

X:X&PE]�k
健康保健是一个非常专业而又复杂的科学领域，作为一个图书管理员，面对良莠不

齐的各种健康类信息，如何选择比较好的信息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为此青树基金会

邀请了相关的国内外医疗卫生方面的专家学者，对其专业进行指导。

X:Y&ghQR

每个阶段，项目单位都要向基金会提交评估报告，活动结束时提交期末报告。

ðñòó

　　［１］张昱、周文杰：青树乡村图书馆建设之路［犑］。图书与情报，２０１０．３。

［２］周文杰：绿化我们的社区：通渭青树图书馆推广使用沼气能源的专题研究。

［３］通渭县统计局：２０１１年通渭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犈犅／犗犔］。犺狋狋狆：／／狑狑狑．犵狊狋犼．

犵狅狏．犮狀／犱狅犮／犛犺狅狑犃狉狋犻犮犾犲．犪狊狆？犃狉狋犻犮犾犲犐犇＝１３４７６．

［４］中国新闻网：世卫组织：到２０１５年“生活方式病人”可能翻番［犈犅／犗犔］。犺狋狋狆：／／狀犲狑狊．狇狇．

犮狅犿／犪／２００７０９１５／００２７４０．犺狋犿．

［５］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全国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工作规划纲要（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犈犅／犗犔］。

犺狋狋狆：／／狑狑狑．犮犺犻狀犪狋犪狋．犮狅犿／狀犲狑／１８７＿３２２／２００９犪８犪２１＿狊狔狀犮７１７２１７４５２８１１２８９００２２５００４．

狊犺狋犿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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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维平，男，函授毕业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甘肃省通渭县图书馆副研究馆员，通渭县图书馆青树

项目负责人，从事基层图书馆工作近二十年，发表图书馆专业论文十余篇。

牛托稳，男，通渭县一中党支部书记，通渭县一中青树项目负责人。

通讯地址：甘肃省通渭县平襄镇西街２号

电子邮箱：１３９０９３２５３０９＠１２６．犮狅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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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高校图书馆信息服务联合团队

构建研究

———基于社会资本理论的视角

□ ��-j$ ¡��-j$ ¡��-j$ ¡��-j$ ¡

. 1*+/& -= M2: '(=-$>%*"-( 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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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Z'&(%'　2' W&(0;&

çèé引入社会资本理论和人际
情报网络，根据现有社会技术、信

息需求等环境的变化，结合云南

高校图书馆信息服务发展的现

状，提出了利用现有各高校图书

馆有效人力资源，组建具有共同

目标和利益的信息服务团队，开

创狑犲犫２．０时代的新型信息服务

模式。

êëìé社会资本，人际情报网
络，高校图书馆，信息服务，团队

建设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犜犺犲狆犪狆犲狉犻狀狋狉狅犱狌犮犲狊狊狅犮犻犪犾

犮犪狆犻狋犪犾狋犺犲狅狉狔犪狀犱犺狌犿犪狀犻狀狋犲犾犾犻犵犲狀犮犲

狀犲狋狑狅狉犽．犅犪狊犲犱狅狀犮狌狉狉犲狀狋狋犲犮犺狀狅犾狅

犵狔犪狀犱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狀犲犲犱狊，犪狀犱犲狓犻狊狋

犻狀犵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狊犲狉狏犻犮犲狊狆狉狅狏犻犱犲犱

犫狔犪犮犪犱犲犿犻犮犾犻犫狉犪狉犻犲狊犻狀 犢狌狀狀犪狀

!! lm

高校图书馆信息服务发展至２１世纪，从原有最基础

的纸质图书借阅，到现今的纸质资源和数字资源的集成资

源提供，并有逐步渗透至信息需求者的研究中、嵌入研究

过程之中的趋势。

高校作为中国社会、文化、经济、科技等各方面研究的

主要力量之一，在研究资源配备上具有较大的优势。理论

上，各所高校图书馆在信息资源的收集、整理、组织、存储、

分析、展示等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投入了大量的精力，

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高校师生的信息需求。从纸质资

源和数字资源的获取方面，各所高校图书馆都做出了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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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犘狉狅狏犻狀犮犲，狋犺犲犪狌狋犺狅狉狊犱犲狊犻犵狀犲犱犪

狀犲狑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狊犲狉狏犻犮犲犿狅犱犲犾犻狀

狋犺犲狀犲狑 狑犲犫２．０犲狉犪．犜犺犲狀犲狑

犿狅犱犲犾犻狀狋犲犵狉犪狋犲狊犪狀犱犿犪狓犻犿犻狕犲狊狋犺犲

犺狌犿犪狀狉犲狊狅狌狉犮犲狊犻狀犪犾犾狅犳犪犮犪犱犲犿犻犮

犾犻犫狉犪狉犻犲狊犻狀狋犺犲狆狉狅狏犻狀犮犲，犪狀犱犮犪犾犾狊

犳狅狉 犪犼狅犻狀狋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 狊犲狉狏犻犮犲

狋犲犪犿狑犻狋犺犮狅犿犿狅狀犵狅犪犾狊犪狀犱犻狀狋犲狉

犲狊狋狊狋狅狆狉狅狏犻犱犲犲犳犳犲犮狋犻狏犲狊犲狉狏犻犮犲狊

犳狅狉狌狊犲狉狊．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狊狅犮犻犪犾犮犪狆犻狋犪犾，犺狌犿犪狀

犻狀狋犲犾犾犻犵犲狀犮犲狀犲狋狑狅狉犽，狌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犾犻

犫狉犪狉犻犲狊，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狊犲狉狏犻犮犲，狋犲犪犿

犫狌犻犾犱犻狀犵　

的努力。

但是，作为高校信息服务机构，单纯的提供信息资源

已经无法满足现有社会的发展，高校师生在研究学习中的

不断产生和遇见各种问题，都希望得到深层次的多维度的

信息服务帮助。这样的信息服务需求使图书馆的服务升

华至更高的层次，在海量信息资源的基础上，亟须高质量

的信息人才队伍，利用高效率的信息服务模式，为具有独

特和高端信息需求的用户服务。未来的高校图书馆信息

服务正逐步向这一方面转型，高校图书馆信息服务需要更

强大的团队来服务用户，提升高校图书馆的信息影响力。

基于以上情况，本文试图通过社会资本理论和人际情

报网络的引入，放大人的因素，提升信息服务人员的信息

触角和信息能力，通过尝试探讨高校联盟团队的模式来提

升信息服务的深层和影响力，建设具有云南高校特色的信

息服务联合团队。

"! ÐÑÊ{\�Y¨pqres\�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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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犛狅犮犻犪犾犆犪狆犻狋犪犾）是近几十年来经济学、管理

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之一。社会资本是新

经济社会学中的核心概念，它是以社会关系网络为载体的

一种促进合作的资源。社会资本概念的出现，是“资本概

念不断泛化”的结果，在“资本”前面加了“社会”这样的限

定词，突出了社会资本特有的社会性和非物质性。

社会资本是指“期望在市场中得到回报的社会关系投

资”［１］。社会资本是当前西方经济社会学中的核心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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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将处于社会网络或更广泛的社会结构中，所能调动的、可以带来经济效益的社会关系

作为一种资源来看待。

社会资本是一种能够促进社会行动者之间合作的资源；社会网络、资源、关系强度、

信任、规范和行动者的愿景是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最早使用社会资本概念的是经济学

家格伦·洛瑞（犌犾犲狀犔狅狌狉狔，１９７７），他认为社会资本是“促进和帮助获得市场中有价值的

技能或特点的人之间自然产生的社会关系。”［２］

社会网络理论视社会结构为一张人际社会网络结构，其中“节点”（犖狅犱犲）代表一个人

或一群人组成的小团体，“线”（犔犻狀犲）代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分析其

结构特性。透过嵌入理论，研究一个网络中的个人如何透过关系，在动态的互动过程中

相互影响，不但影响个体的行动，也会改变相互的关系，从而影响整体结构的变化。

社会资本理论与人际情报网络理论皆是探讨和研究人与人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的

内在信息交流过程和效应，体现了人作为不同关系网络中的节点的作用和效应。网络中

的行动者个体即具有正式的人际网络和非正式的人际网络。通过非正式人际网络所获

得的信息和情报更具有隐蔽性和及时性，网络中的每个行动者都能通过非正式交流模式

获得比正式交流模式更有利的信息和情报。同时，非正式交流模式获得的信息和情报又

能在正式交流模式的验证下增加其可靠性和权威性。

!:!&ÙB¥�PQn%]M�
人际网络（犛狅犮犻犪犾犖犲狋狑狅狉犽），是为达到特定目的，人与人之间进行信息交流的关系

网。它基本上由节点和联系两大部分构成。节点是网络中的人或机构；联系则是交流的

方式和内容。［３］

人际网络的研究起源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社会学领域，英国人类学家拉德克利夫·

布朗（犚．犅狉狅狑狀）首次使用了“犛狅犮犻犪犾犖犲狋狑狅狉犽”的概念，莫雷诺（犕狅狉犲狀狅）、哈拉里

（犎犪狉犪狉狔）、哈格（犎犪犵犲）、诺曼（犖狅狉犿犪狀）和卡特赖特（犆犪狉狋狑狉犻犵犺狋）等学者将图论理论引入

人际关系的研究，才真正地使人际关系得到网络化表示。［４］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人际网络理论开始系统地引入我国情报界。包昌火（１９９８）先生首

次提出了把人际网络与组织网络、信息网络一起作为企业竞争情报系统三大网络的基本

构想。

人际情报网络（犎狌犿犪狀犐狀狋犲犾犾犻犵犲狀犮犲犖犲狋狑狅狉犽）是应情报工作的需要而建立的一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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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网络。人际情报网络的构建是竞争情报和竞争情报系统的一项基础建设，它为竞争情

报和企业发展提供了成功的机会和组织保障，从而使企业获得更大的竞争优势和经济

利益。［５］

人际情报网络的构建是竞争情报、知识管理和竞争情报系统的一项基础建设，它为

竞争情报和企业发展提供了成功的机会和人际资源，从而使组织获得更大的竞争优势和

经济利益。

#! <=>tuvV3\U§Mwº§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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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提供深层次的信息服务，其实质是利用已有的纸质或数字资源，通过图书馆

馆员之间的协同配合，将信息深加工，按照用户能够理解或者容易获取的某种方式将信

息传递给用户，为用户的研究提供精确高效的信息或情报。

在这种深层次的信息服务中，信息资源仅仅是服务的基础，关键因素在于提供信息

服务的图书馆馆员，图书馆馆员的信息能力将是信息服务的核心动力和关键节点。

人类社会在信息日新月异的变革中不断进步，高校师生的视野也不断拓展，研究领

域不再局限于单一学科和专业的限制，从近几年的国家社科基金获批项目来看，高端研

究学者和专家都兼具了全球视野和横断学科背景，所需信息资源也必然会具备跨学科跨

领域的特性，单一学科背景的图书馆馆员根本无法满足这些研究人员的信息需求。如果

高校图书馆仍然一味追求本校图书馆馆员的多学科宽口径厚基础的标准和背景，本校图

书馆的信息服务人员将最终在高强度的单兵作战过程中被累死。

利用图书馆馆员现有的社会资本和人际情报网络的配合，能扩大图书馆馆员的信息

或情报来源，拓展图书馆馆员的知识背景，深化对用户信息需求的理解，将区域内高校图

书馆馆员以某种关系连接起来，形成特定的知识网络，构建信息需求情报网络，使每位特

定的图书馆馆员通过不同节点获取相应的资源，相互配合，共同协作完成特定用户的信

息需求将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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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作为中国西南地区的边陲，资金、人才、思想意识等相对于全国其他地区，特别

是东部发达地区有着较大的差距。高校图书馆作为本地区最具代表性、最具丰富的信息

资源、最具信息服务发展领先地位的信息机构，一直孜孜不倦地为本地区高校师生和社

会经济发展提供各项信息服务。

云南高校图书馆开展的信息服务如表１：

表１　２０１１年云南部分高校图书馆信息服务现状

序号 服　务　内　容 院　　校

１
借阅服务、师生培训讲座、文献传递、代查代检、日常咨询、犆犃犔犐犛学

科导航、《财经发现》、《新书推荐》、无线网络
云南财经大学

２
借阅服务、师生培训讲座、文献传递、代查代检、科技查新、日常咨询、

在线咨询、犆犃犔犐犛学科导航、无线网络、图书馆讲坛
云南大学

３
借阅服务、师生培训讲座、文献传递、代查代检、科技查新、日常咨询、

在线咨询、犆犃犔犐犛学科导航、无线网络、知识中心
昆明理工大学

４
借阅服务、师生培训讲座、文献传递、代查代检、日常咨询、犆犃犔犐犛学

科导航、教育信息简报、图书馆信息简报
云南师范大学

５
借阅服务、师生培训讲座、文献传递、代查代检、科技查新、日常咨询、

犆犃犔犐犛学科导航、无线网络
云南农业大学

６
借阅服务、师生培训讲座、文献传递、代查代检、日常咨询、犆犃犔犐犛学

科导航
云南民族大学

７ 借阅服务、师生培训讲座、文献传递、代查代检、日常咨询 西南林业大学

８
借阅服务、师生培训讲座、文献传递、代查代检、日常咨询、科技查新、

在线咨询、犆犃犔犐犛学科导航
昆明医学院

９
借阅服务、师生培训讲座、文献传递、代查代检、日常咨询、犆犃犔犐犛学

科导航
云南中医学院

１０
借阅服务、师生培训讲座、文献传递、代查代检、日常咨询、犆犃犔犐犛学

科导航、在线咨询
玉溪师范学院

１１
借阅服务、师生培训讲座、文献传递、代查代检、日常咨询、犆犃犔犐犛学

科导航
楚雄师范学院

１２ 借阅服务、师生培训讲座、文献传递、代查代检、日常咨询、在线咨询 红河学院

１３ 借阅服务、师生培训讲座、文献传递、代查代检、日常咨询 云南艺术学院

１４ 借阅服务、师生培训讲座、文献传递、代查代检、日常咨询、在线咨询 昆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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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服　务　内　容 院　　校

１５ 借阅服务、师生培训讲座、代查代检、日常咨询 文山学院

１６ 借阅服务、师生培训讲座、代查代检、日常咨询 昭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１７ 借阅服务、师生培训讲座、文献传递、代查代检、日常咨询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１８ 借阅服务、师生培训讲座、代查代检、日常咨询 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１９
借阅服务、师生培训讲座、文献传递、代查代检、日常咨询、在线咨询、

影视欣赏、犆犃犔犐犛学科导航
云南工商学院

２０ 借阅服务、师生培训讲座、代查代检、日常咨询 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

　　根据表１可知，云南具有代表性的高校图书馆都开展了最常见的信息服务工作，且大

多是基于本校师生的固有信息服务模式。在传承图书馆基础信息服务中，具有较强的继

承性，但同时缺乏了对未来信息服务的开拓性。

同时，大多数图书馆有许多共同的服务项目，为协作打下基础，在区域内借阅服务、

师生培训讲座、文献传递、代查代检、日常咨询等多个服务项目上有极大的合作空间，这

也为未来可能的信息服务联合团队的构建提供了业务交流的空间。

根据笔者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９日在云南大学图书馆参加的省外图书馆信息服务交流讲座

获取的资料显示，广东省某些高校图书馆已经通过深度信息服务打造出图书馆的核心价

值。其具体做法是建立本校图书馆的深层次信息服务部门，以商业订单模式接受校内和

校外的深层次信息服务项目，利用高学历深背景的图书馆馆员打造信息服务组织，走出

了一条具有学术意义和商业价值意义的信息服务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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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高校图书馆早在很多年以前已经深知单靠某一个图书馆无法满足本校师生的

多样化信息需求，信息资源来源越广，越能提高本校图书馆的信息服务能力，扩展本校信

息资源已是势在必行。

根据表２可知，云南部分高校图书馆积极加入全国性的文献保障体系，积极建设本区

域具有高实用性的信息联盟平台，在一系列探索和实践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些服务

联盟的加入和建立，为未来可能的信息服务联合团队的构建提供了文献信息资源传递的

多种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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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云南部分高校图书馆联盟平台现状

序号 联　盟　平　台 院　　校

１ 犆犃犔犐犛＼犆犃犛犎犔＼犖犛犜犔＼云南省文献资源共享与服务平台 云南财经大学

２ 犆犃犔犐犛＼犆犃犛犎犔＼犖犛犜犔＼云南省文献资源共享与服务平台 云南大学

３ 犆犃犔犐犛＼犆犃犛犎犔＼犖犛犜犔＼云南省文献资源共享与服务平台 昆明理工大学

４ 犆犃犔犐犛＼犆犃犛犎犔＼犖犛犜犔＼云南省文献资源共享与服务平台 云南师范大学

５ 犆犃犔犐犛＼犆犃犛犎犔＼犖犛犜犔＼云南省文献资源共享与服务平台 云南农业大学

６ 犆犃犔犐犛＼犆犃犛犎犔＼犖犛犜犔＼云南省文献资源共享与服务平台 云南民族大学

７ 犆犃犔犐犛＼犆犃犛犎犔＼犖犛犜犔＼云南省文献资源共享与服务平台 西南林业大学

８ 犆犃犔犐犛 昆明医学院

９ 犆犃犔犐犛＼犆犃犛犎犔＼犖犛犜犔 云南中医学院

１０ 犆犃犔犐犛 玉溪师范学院

１１ 犆犃犔犐犛＼犆犃犛犎犔 楚雄师范学院

１２ 犆犃犔犐犛 红河学院

１３ 犆犃犔犐犛＼犆犃犛犎犔 云南艺术学院

１４ 犆犃犔犐犛＼犆犃犛犎犔 昆明学院

１５ 犆犃犔犐犛 文山学院

１６ 犆犃犔犐犛 昭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１７ 犆犃犔犐犛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１８ 犆犃犔犐犛 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１９ 犆犃犔犐犛＼犖犛犜犔 云南工商学院

２０ 犆犃犔犐犛 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

　　但是，根据笔者调研和分析，以上联盟模式仅限于纸质资源或数字资源的文献传递，

在一定程度上仅满足了各校用户的基本的文献方面的信息需求，针对某些深层次的信息

服务，如结合研究课题开展定题情报跟踪、课题研究趋势以及课题研究深层情报分析等

工作根本无法得到满足。

云南高校图书馆在信息服务和联盟模式的内在发展上，仍然处于脆弱的表面服务联

盟，无法进行深度联盟和深层次的信息服务协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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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作为中国面向东南亚的桥头堡，越来越多的企业和机构开始涉猎境外贸易和研

究，云南这片古老的大地必将焕发新的东盟活力。以此为背景，高校图书馆获得了对外

信息服务的新生，通过尝试与企业和相关部门深度合作，为其提供具有高价值的信息或

情报，将大大促进云南对东盟地区的影响力，同时提升云南高校的综合实力，提升云南高

校图书馆的信息服务和信息影响力。巨大的信息发展潜力，单一高校图书馆无法承担，

单靠现有的联盟模式和信息服务模式也必然无法高效运作和深度契合。

竞争情报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被引进中国，已经在各地区全面开花，云南的竞争情报也

以云南省情报研究院为主体，得到了全面推进。大型集团和企业也纷纷建立自己的竞争

情报体系，力图在云南跨越式发展中分得一杯羹。云南高校图书馆，作为云南最大的信

息服务机构，在企业竞争情报方面仍然处于较大的空白，研究也大多仅限于理论研究和

过去案例的推演，很少涉及现实竞争情报的研究和案例实践，作为云南高校图书馆发展

的短板，深深制约着云南高校图书馆走出去。云南高校图书馆要走向东盟，走向更大的

利益，必须建立属于自己的竞争情报体系。

基于以上种种挑战和机遇，笔者认为，云南高校图书馆必须在现有的联盟模式和信

息服务模式上，建立跨高校图书馆的信息服务新模式，各高校图书馆选取具有高价值的

馆员，根据校内外不同用户不同学科的深层次信息服务需求，组建跨高校的专题性信息

服务联合团队。

云南高校图书馆建立新型信息服务联合团队，使团队中的每位馆员都成为了本校图

书馆连接其他高校图书馆的一个节点。根据社会资本理论和人际情报理论，这个节点将

会是本校图书馆与联合团队之间的弱链接，只有通过该节点的联系，才能将本校图书馆

的资源传递至联合团队中，该节点还将把自有的社会资源带入联合团队，进一步放大联

合团队的信息或情报资源和能力，通过联合团队中节点与节点之间的情报传递，使各高

校图书馆的信息或情报资源和能力得到更大范围的放大，在现有高校图书馆的联盟模式

基础上，加深各高校图书馆之间的信息交流和情报分享，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云南高

校图书馆资源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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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人际情报网络的构建步骤：（１）确定目标；（２）确定网络模式并识别网络成员；

（３）建立联系［３］。该新型信息服务联合团队的建立步骤如下：

（１）确定用户信息需求。根据校内外用户提出的深层次信息需求，分析该需求所需

的知识背景、学科特色、所需资源类型和来源，确定该次信息服务所涉及的高校图书馆馆

员和馆藏资源。

（２）确定联合团队的联合方式和团队成员。根据（１）的分析，快速设计本次任务的联

合模式，是松散式的虚拟网络团队还是高紧密度的现实工作组团队模式，是社会科学背

景馆员还是理工科背景馆员参与。

（３）建立团队联系开始运作。根据（２）的分析，快速成立相应的联合团队，开始按照

任务的进度安排和不同学科背景的馆员特性，尽快与用户取得联系，快速沟通，根据用户

的深层次需求，设置任务进度表和信息资源来源渠道，下发任务，开始团队运作。

真正开展以上的信息服务联合团队运作的前提在于，云南各高校图书馆能够真正为

共同的利益和目标设置对应的工作协调委员会，从上至下的全面安排和协调，保证团队

成员全身心投入到信息服务的联合团队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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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高校图书馆新型信息服务团队的建立具有很强的目标性和任务性，其工作仅限

于本次信息服务的内容。因此，其主要协作内容包括从接受信息用户需求出发开始到信

息用户需求结束的所有信息资源的搜集、整理、分析、总结、传递、反馈、修正、二次搜集、

二次整理、二次分析、二次总结、二次传递、二次反馈、二次修正，甚至三次四次五次的信

息工作流程等一系列的工作。

从协作工作开始到信息用户的专业反馈，再到循环的协作工作，期间不断修正信息

资源的搜集范围、深度、广度，结合团队中不同学科背景馆员所擅长的分析方法、关注视

角，阶段性的头脑风暴等手段，与信息用户深度互动，在满足用户真实信息需求的同时，

为其提供更广更深的相似和可能的信息闪光点，为信息用户的项目申请、课题研究、教学

创新、成果申报等工作提供强有力的权威的信息资源后勤保障，创建专属于单个信息用

户的信息作战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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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高校图书馆新型信息服务团队的构建，是要打破传统的馆际界限，将符合本次

信息服务的相关馆员在现实或者虚拟中聚集到一起。一般而言，高效率深背景且具有较

强信息服务能力的馆员在各自的图书馆都承担着较为复杂或繁重的工作任务和岗位职

责，为任务而生的新型信息服务团队又具有时效性强、工作任务大、智力消耗高、人际网

络发达等因素，馆内工作与团队工作无法完美兼得。

在此情况下，需要有志于开拓这一创新团队的图书馆领导的全力支持和配合，各高

校图书馆馆长之间根据相互长远利益相互协调，指定本馆的联络协调员，协助拟定团队

成员名单，并根据参与团队成员现有馆内工作进行内部工作协调，尽量平衡处理现有工

作任务和岗位职责，使团队成员脱离现有馆内工作或少量完成馆内工作，以更多的精力

投入到新型信息服务团队中来。

任何行为都是带有目的性和利益性的，云南高校图书馆新型信息服务团队也一样。

除图书馆发展利益、使命利益、学习成长利益以外，适量的经济利益体现也是团队组织持

续运行的客观必然。该团队的建立初衷就是为信息用户服务，包括校内用户和校外用

户，只要有信息需求，即可为其服务。根据校内用户免费或打折信息服务费，校外用户正

常信息服务费的标准，在高效率高质量的信息产品输出情况下，用户获得较强的满意度，

必然会有相应的经济利益体现。经济利益的产出，反哺图书馆原有捉襟见肘的经济压

力，使图书馆领导更进一步看到联合团队发展的前景，同时刺激馆员不断学习和研究，为

以后的团队协作服务打下更为坚实的基础。云南高校图书馆新型信息服务团队运行的

组织保障将在此情况下得到一定的良性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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犠犲犫２．０时代提倡的用户之上，用户在网络时代将比以往任何时代都重要，抓住用户

的信息获取习惯、信息使用习惯，将大大提升高校图书馆的服务效率和服务精确性。基

于犠犲犫２．０的现实意义，云南高校图书馆建立新型的信息服务联合团队，采用跨高校跨图

书馆的全新模式，结合网络时代的技术发展，成立专题性的信息服务联合团队，利用网络

和现实的信息或情报网络进行沟通、建立联系，将在更高的层次上实现云南高校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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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去引进来的战略发展规划，在真正意义上参与到用户的深层次研究中，真正意义上

实现云南桥头堡战略，真正意义上使云南高校图书馆进入到东盟经济圈，为云南高校图

书馆谋求更高的地位、影响力和现实利益。

建立云南高校图书馆信息服务联合团队，是云南高校图书馆在新的经济社会环境下

的再次涅?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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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芊里，男，１９８３年生，四川遂宁人。云南财经大学图书馆信息咨询部信息咨询员，助理馆员。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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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论文数篇。参与云南大学校级课题、云南财经大学校级课题、云南省教育厅级课题、云南省社科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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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区县图书馆公益讲座发展的

思考

———以上海市嘉定区图书馆“嘉图百姓讲座”

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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çèé图书馆讲座就像一本“真
人书”，通过主讲人向人们传授知

识或道理，引导人们主动学习、热

爱生活、分享阅读的快乐。本文

以嘉定区图书馆的“嘉图百姓讲

座”为例，针对在开展讲座服务中

遇到的问题，深入调研。通过问

卷、座谈、采访等方式，找出成因

并总结分析，采取措施及其成效。

同时，对新馆（位于嘉定新城，预

计年底将投入使用，形成“一区两

馆”的格局）投入使用后，开展讲

座服务即将面临的新问题，提出

自己的建议和想法。

　　随着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的推进，图书馆讲座也越来

越受到人们的欢迎和重视。影响力较大的有国家图书馆

的“国图讲座”、上海图书馆的“上图讲座”、宁波市图书馆

的“天一讲坛”等［１］。在市级以上图书馆的带动下，区县

馆、街镇馆也开始陆续举办公益讲座。嘉定区图书馆自

２００６年起举办各类讲座，２００８年正式命名为“嘉图百姓讲

座”，并定位在“面向广大群众的公益性知识讲座，为市民

提供吸纳知识、提高文化素养、丰富文化生活、品味高雅文

化的社会课堂”。同时根据读者需求将讲座送往各街镇图

书馆、村居委、社区、企业等，收到普遍欢迎和认可。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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êëìé区级公共图书馆，嘉图
百姓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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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２０１１年以前，馆内举办讲座常常要为“听众”数量担忧，

往往需要通过街镇图书馆或学校组织人员参加。为何读

者流量名列前茅，而“听众”稀少？怎样才能吸引读者，特

别是年轻人主动来听讲座？为此嘉定区图书馆于２０１０年

底对来馆的１００名读者进行抽样问卷调查。

!! 9:z{|}B&}~st�÷�©;
R¢

　　在１００份调查问卷中，有效问卷８９份。从年龄分布

上看，３０岁以下的读者有５８人，占总人数的６５％，３０—４０

岁的有１６人，４０—６０岁的有７人，６０—８０岁的有８人。说

明此份问卷代表了大部分年轻人的意愿。在学历背景上，

大学以上学历有３７人，占总人数的４１．５７％，就此点而言

调查结果具有普遍性。随后，在分析问卷的各项结果中发

现以下几点问题：

图１　年龄分布图

#:#&abwïÁ�ST
调查发现有一半以上（５３．９％）的读者不知道“嘉图百

姓讲座”。这个结果是出乎意料的，馆内尚有半数以上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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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不知，那馆外知道的读者就更少了。在“讲座这种形式对您是否有吸引”这一项中发

现，２９．２％的读者表示“有，希望参加”，６６．２９％的读者表示“一般，看情况”，仅３．３７％的

读者表示“没有，肯定很枯燥”。还有一项中约７０％的读者表示自己的朋友亲戚有意愿来

听讲座。从这两项调查结果可看出：一是大多数的读者是认可讲座这种形式；二是希望

来听讲座的读者有很多，由于讲座宣传没有到位，是造成听众稀少的原因之一。

图２　讲座这种形式对您是否有吸引

图３　您对以下哪些讲座内容感兴趣

#:!&}CMÊG.òYë]¥]�S;

在讲座主题需求上，除健康养生最受欢迎外，其他主题的需求差异并不明显。说明

健康养生是全民关心的话题，但从以往的讲座举办内容上看，２００９年２７次讲座中只有两

次是健康养生类的现场讲座，且都不是在馆内举办的。２０１０年４１次讲座中健康养生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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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讲座占了３９％，但仍没有一次是在馆内举办的。在讲座形式上，５９．５５％的读者希望

能互动问答，说明相对于视频讲座，大家更希望与讲师面对面进行互动，而在２０１１年以前

馆内讲座却以视频播放为主，难怪“人气”不佳了。

调查中发现，７６．４％的读者最看重讲座内容，其次是讲座时间，最后是主讲人的名

气。由此可看出，现在的读者更理性，更看重的是讲座内容和自身需求。

图４　以下哪几项对您是否参加讲座具有影响力

图５　您觉得讲座频率以多少为宜

#:X&ab¦§G>ã�¨0i©ª.ò]Yë
在讲座举办频率上有３３．７％的读者认为一周一次，２０．２２％的读者希望两周一次，

１２．３６％的读者希望一月一次，还有２０．２２％的读者表示只要有空都会来。这说明读者对

听讲座的热情很高，原先在馆内每月举办一次视频讲座和不定期举办现场讲座的状况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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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不能满足读者需求。

在对讲座频率的选择上，大多数读者都集中选在双休日来听讲座。但当时负责讲座

的辅导部只有三人，且承担了馆内９０％以上活动的开展和策划，还有街镇馆的业务辅导、

百姓书社和流通点的定期流通送书等。人员的限制和工作繁多的情况下，难以固定在每

个双休日开展讲座。

图６　讲座在哪个时间段举办，您比较有空参加

周六上午 周六下午 周日上午 周日下午 周一到周五晚上 其他

１７ ２４ ２０ ２２ １８ ４

"! �F©¼BCB&��¼�©;�:

通过调查分析，我们找到了影响讲座效果的主要原因，并从２０１１年起有针对性的推

出改进措施和方式，在较短的时间内“听众”数量得到大幅提高。现在馆内开展的“嘉图

百姓讲座”在不组织的情况下听众也能达到预期效果。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TõÌ1ílÿ

在本馆网上公告和电话通知的基础上，一是增加了纸质媒体宣传：听课证、及宣传折

页。听课证、海报每月发放一次；海报发给各街镇图书馆，由相关负责人通知到社区、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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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委；宣传折页每季度印刷一次，摆放于本馆宣传架、机关企事业单位等公共场所。二是

增加网络宣传：新开通犙犙读者群、犙犙微博和新浪微博让读者能通过网络平台进行互动

交流，在本馆网站新建讲座专栏和漂浮窗口。经过多渠道的宣传，吸引了许多市民前来

听讲。现在讲座除了拥有较固定的听众群外，还有自发组织的学习团队。如：摄影小组、

红会志愿者、企事业党／团支部等。为进一步吸引读者，答谢广大读者对百姓讲座的支

持，嘉定区图书馆从今年起还推出了听课积分卡，定期为读者赠送纪念品，受到读者喜爱。

!:!&N6¡ñMÊT�®¯a°
为了提高讲座质量，配合折页的宣传，“嘉图百姓讲座”至少提前一个季度定下具体

题目和讲师，力求做到选题能紧跟时代脉搏，贴近百姓生活，符合实际需求。我们精心策

划讲座内容，并根据每次讲座读者的参与度、热情度以及新闻时事热点，遴选出受读者欢

迎的讲师。比如，“微时代”的到来，人们渐渐热衷于在微博上用文字和照片来记录生活

点滴，为了迎合广大读者的需求，嘉图百姓讲座邀请了上海市艺术摄影协会副会长陈启

宇作《摄影技巧》系列讲座，让讲座内容变得更系统，更深入。

!:X&X$ab¦§T±Þyd>ã
原在本馆每月举办两次讲座增加为４—５次，固定为每周日下午两点，相关负责人员也

从原先的３人增加到６人，加强了组织管理，保证讲座的顺利开展。时间一固定，就得到了

许多读者的认可，很快形成一批忠实读者群，他们甚至养成每周日来嘉定区图书馆听讲座的

习惯。２０１２年，我们加大了对讲座的资金投入，邀请了一批名人专家，举办了多期高质量的现

场讲座。现在每月４—５次以现场讲座为主的方式，让读者有更多的机会和名人专家面对面。

通过以上举措，嘉图百姓讲座在读者中的影响力有明显的提高，有效扩大了讲座效

益。为进一步丰富讲座内涵，拓展服务领域，区图书馆在本馆开展讲座的同时，仍坚持将

讲座送到基层图书馆、社区、企业等，让“嘉图百姓讲座”为更多的市民送去精神食粮。

#! H���u�B&��øû�©;��

２０１２年年底嘉定区图书馆新馆（位于嘉定新城，下文中统一用新馆表示，现有场馆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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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馆表示）将投入使用，嘉图百姓讲座即将面临新的问题：新馆的讲座场地将比现在大许

多，但新馆周边尚未形成商业圈或生活区，新的讲座地点可能又会出现人气不足的情况，

新旧两个讲座场地要如何兼顾才更有利发展？笔者有以下几点建议。

X:#&²S�[YëTìúqY
印度图书馆学家阮冈纳赞的图书馆五定律提出“每个读者有其书”、“每本书有其读

者”，笔者认为图书馆讲座就像“真人书”，也是“每个讲座有其一群听众”、“每群听众有其

所需要的讲座”。一个品牌里有分高端产品和中低端产品适应不同的消费群，那么讲座

可以根据读者群体分为实用类和休闲类。比如老馆的讲座可以倾向于帮助就业、读写培

训、计算机基础培训等实用类讲座。新馆的讲座以休闲类为主，比如摄影技巧、音乐欣

赏、保健养生等等。其次，笔者认为图书馆要扩大讲座的忠实听众不必刻意追求中青年

人，因为他们可以通过互联网轻易地获取知识和信息，且没有固定、大量的时间来图书馆

听讲座。经常来听讲座的以老年读者居多，这也符合上海的人口老龄化的分布。曾有报

道说上海音乐厅推出的“音乐午茶”初衷是想吸引公司白领，但最后吸引的大多为老年

人，说明老年人希望提高自己的休闲娱乐质量。从“信息获取力”的公平角度来说，老年

人、青少年及外来务工人员相对较弱，图书馆更有责任提高他们对知识信息的获取［２］。

笔者认为，图书馆可以推出有针对性的系列讲座，拓宽老年人的信息渠道，提高青少年的

学习力，帮助外来务工人员更好地融入当地生活，形成具有图书馆特色的讲座。比如纽

约图书馆针对需要找工作的人群提供相关课程，内容非常具体，细分了简历如何写，如何

为职业生涯定位、职业资源介绍、求职在线工具使用等等［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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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借助外力，共享区域资源。与各区县图书馆之间形成交流机制，共享讲师资源。

比如嘉定区图书馆和宝山区图书馆有多次合作举办读书月活动的经验，我们可以在此基

础上互换讲师举办讲座，建立长期合作关系；或根据某一共同主题把兄弟馆之间的讲师

资源组合在一起，开展系列巡回讲座，形成区域共享机制。二是深挖潜力，吸收专业人

才。图书馆要充分挖掘、培养本地区讲师，形成自己的讲师库。上海嘉定拥有深厚的历

史人文底蕴，素有“教化嘉定”的美称，提供文化支撑；产业特色鲜明，例如：汽车制造研

发、物联网、新能源、新材料、文化信息等产业蓬勃发展，提供经济支撑；辖区内有同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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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上海大学等多家高校以及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

研究所等八家国家级科研单位云集，提供人才支撑。嘉图讲座要充分利用好这些有利资

源，不仅要在内容上开发地方特色，更要通过与高校、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等人才聚集

的地方合作，开发讲师资源，组成拥有专业研究队伍的讲师库。三是提供平台，面向普通

群众。在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广大读者中发掘有特长或爱好，并且希望与他人分享的“百

姓讲师”，通过活动评选或事先培训提供个人发展的舞台。而老馆讲座正适合让这些“百

姓讲师”先练练胆子，积累经验。比如：上海图书馆新推出的“大家的讲坛”就从百姓中挑

选文化明星经过培训成为讲师，不仅在民间树立起文化榜样的作用，还给参与的“百姓讲

师”留下了珍贵的经历与回忆［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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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馆的小型讲座场地，可以采取以交流为主方式。比如休闲的沙龙活动，让读者与

讲师充分交流畅谈；有趣的真人书友会，让读者了解讲师的特殊经历、新鲜事、个人体会

等等［５］；以阅读推广为主的读书会，让志同道合的读者一起分享阅读体验［６］。新馆的大

型讲座场地，可以采用以授课式为主的方式或访谈型的讲座方式。开展系列讲座时，还

可以结合一些活动开展。比如摄影系列讲座，可以结合采风活动、摄影比赛、作品展出等。

X:Y&X$%&89Tìx³Y
一是老馆已形成一定读者群，需要将读者分类形成不同的兴趣组，每个小组选一名

小组长。定期与小组长们召开交流会，由他们反馈各小组的需求和建议，并向各自小组

成员通知下期讲座内容。二是除了宣传手册、海报、电视、报纸等媒体外，还可以通过举

办一些公益服务项目吸引读者关注，比如养生类讲座，可以通过邀请附近医院的中医专

家医生采用免费咨询方式宣传；阅读写作类，可以通过邀请作家赠书签名的方式宣传；专

业技巧类，比如摄影可以先通过展览，让读者先了解讲师。三是要及时更新、管理犙犙读

者群和微博，确保信息的流通。四是要提高讲座知名度，保证每次讲座的质量，增加网上

点播、光盘借阅、讲座专刊等二次宣传工作。

X:Z&��j).éTìW)Y
一是要建立反馈机制。图书馆讲座要吸引更多的读者来“阅读”，需要长期深入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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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需求。可以建立调研小组，或由上一点提到的兴趣组组长将这种需求跟进，让更多

的市民了解并积极参加。可以采取问卷调查、意见征集、评价打分等形式，获取读者意

见，及时了解群众对活动的满意程度以及不足之处。二是要建立评估机制，对讲座内容、

讲课水平、公众参与度等方面进行评估，及时发现问题，并设立专项研究档案。通过两种

机制分析讲座与读者需求之间的关系，与其他区县图书馆开展的讲座进行比较，参考国

外值得学习的讲座形式内容等。通过分析研究，成为具有参考价值的资料，为图书馆讲

座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思路和意见。

目前嘉图百姓讲座的品牌效应正在逐步形成，在读者中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在嘉

定区图书馆建立５４周年，新馆即将搬迁之际，笔者撰写此文，以期为“嘉图百姓讲座”乃至

其他区县图书馆讲座的开展提供参考意见，从而更好地引导人们主动学习、热爱生活、分

享阅读的快乐，进一步满足人们对精神文化的需求。

ðñòó

　　［１］名人讲坛［犈犅／犗犔］［２０１２０８１８］。犺狋狋狆：／／狑狑狑．狀犱犮狀犮．犵狅狏．犮狀／犾犻犫狆狅狉狋犪犾／犿犪犻狀／犾犻犫狆犪犵犲／

犿犼犼狋／犻狀犱犲狓．犺狋犿．

［２］徐享王：基于需求差异性图书馆服务公平的构建［犑］。图书馆杂志，２０１２（３）：１３—１６。

［３］犺狋狋狆：／／狑狑狑．狀狔狆犾．狅狉犵，２０１２３１３访问。

［４］许光耀：“大家的讲坛”挖掘百姓文化明星［犖］。解放日报，２０１２７２０：１１。

［５］高：走，到没书的图书馆看“书”去［犖］。中国青年报，２０１２３２７：９。

［６］许光耀：申城读书会　盛夏读书忙［犖］。解放日报，２０１２７２４：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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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琳　女　嘉定区图书馆　中级职称

通讯地址：嘉定区仓场路迎园２坊３２号４０１室（邮编：２０１８２２）

电子邮箱：狑狑狑犲犲犲犽犽犽犻犻犻＠１６３．犮狅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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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知识服务的数字图书馆建设基

础问题探讨

□ ¤j}¤j}¤j}¤j}

D42 ;+(/%>2(*%7) -= U(-:7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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çèé知识服务是数字图书馆建
设的发展方向，目前还处于初步

发展阶段，需要研究解决诸多问

题。本文针对面向知识服务的数

字图书馆发展的主要基础问题，

从服务模式、管理机制、信息技

术、知识产权方面进行研究，并提

出相应对策。

êëìé信息服务，知识管理，数
字图书馆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犓狀狅狑犾犲犱犵犲狊犲狉狏犻犮犲犾犲犪犱狊

狋犺犲狋狉犲狀犱狅犳犱犻犵犻狋犪犾犾犻犫狉犪狉狔犮狅狀

狊狋狉狌犮狋犻狅狀犪犾狋犺狅狌犵犺狋犺犲犱犲狏犲犾狅狆犿犲狀狋

狅犳狋犺犻狊狋狔狆犲狅犳狊犲狉狏犻犮犲犻狊狊狋犻犾犾犪狋狋犺犲

犻狀犻狋犻犪犾狊狋犪犵犲．犜犺犻狊狆犪狆犲狉犲狓狆犾狅狉犲狊

犽犲狔犻狊狊狌犲狊狆犲狉狋犪犻狀犻狀犵狋狅狋犺犲犮狅狀

狊狋狉狌犮狋犻狅狀狅犳犽狀狅狑犾犲犱犵犲狊犲狉狏犻犮犲狅狉犻

犲狀狋犲犱犱犻犵犻狋犪犾犾犻犫狉犪狉犻犲狊，犪狀犱犲狓狆犾犪犻狀狊

犳狅狌狉犪狊狆犲犮狋狊狅犳犽狀狅狑犾犲犱犵犲狊犲狉狏犻犮犲：

狊犲狉狏犻犮犲犿狅犱犲，犿犪狀犪犵犲犿犲狀狋犿犲犮犺犪

狀犻狊犿，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狋犲犮犺狀狅犾狅犵狔，犪狀犱

狋犺犲 犿犪狀犪犵犲犿犲狀狋 狅犳 犻狀狋犲犾犾犲犮狋狌犪犾

狆狉狅狆犲狉狋狔．

　　知识服务是数字图书馆建设的发展方向，可以极大程

度地满足知识经济时代中用户的需求，提高数字图书馆的

服务效益，同时它也是一项极其复杂的工作。与传统信息

服务不同，知识服务不仅是对信息收集、处理、加工和传

递，还包含了从信息中分析和提炼知识、知识重组以及知

识创新的过程，其实质是一种面向知识内容和解决方案的

服务。目前，知识服务在数字图书馆领域还处于初步探索

和发展阶段，需要研究解决诸多问题。

!! QP@5IJ3��<=>ÈÉr&3
st

#:#&cû2348lx]OC
数字图书馆知识服务需要一定数量的知识资源作基

础。当前数字图书馆在知识资源共享和增值开发利用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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犓犲狔狑狅狉犱狊：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狊犲狉狏犻犮犲，

犽狀狅狑犾犲犱犵犲狊犲狉狏犻犮犲，犱犻犵犻狋犪犾犾犻犫狉犪狉狔

面存在诸多局限性。

从知识资源组织上看：一方面网络资源增长加快，数

字图书馆获取的信息量大大增加。另一方面信息过剩、信

息污染等现象，使信息的增长速度大大高于知识。虚假知

识的大量存在，知识存贮无序化，造成工作的低水平和资

源的大量浪费，从客观上造成了知识的稀缺性。

从知识资源共享上看：分散在众多网站上的数据库

在结构、检索与导航功能、数据格式、软件运行平台、数据

更新方式等方面未使用统一标准。数字图书馆即使购买

了数据库的镜像数据使用权，甚至拥有某种分布式跨库

检索平台和一些知识挖掘技术，由于没有数字图书馆平

台的行业标准，难以要求所有数据库都按不同平台的要

求提供其资源和服务，不可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资源

共享。

从技术角度上看，早期的数字图书馆发展战略基于

犐狀狋犲狉狀犲狋／犠犲犫来构建数字图书馆体系的。由于犐狀狋犲狉狀犲狋／

犠犲犫的资源分散性、缺乏统一管理等先天不足，使得数字

图书馆建立统一的信息资源体系和信息服务体系变得十

分困难，且质量、效率不高。

#:!&cû45þÿlx]OC
从提供知识服务方面看：目前数字图书馆知识服务以

提供知识浏览为主，主要目的还是以支持知识共享为主。

一方面知识服务的针对性、专业性不够，难以根据大量的

知识资源有针对性、准确地提供适于用户的服务方案；另

一方面知识服务层次较低，对深层次的知识服务支持较

弱，无法突破知识查询服务的窄框。在现有的资源管理制

度下，受版权法和技术能力等多方面因素制约，知识来源

有限，难以有效地进行知识集成，也无法系统地采用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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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等技术对知识库内容进行增值处理，因此用户只能孤立地使用各个知识库，进行知

识查询浏览。［１］数字图书馆不但应是知识搜集、加工、整理储藏的场所，更应借助先进的

信息技术手段把知识资源重新优化、组合，形成新的知识并传播给知识用户。目前由于

受到网络环境、检索能力等条件的限制，在提供知识服务方面，还无法体现知识服务的个

性化。

#:X&ðS´Ålx]OC
标准化问题是随着数字图书馆建设的深入进展而逐步提出的，是影响数字图书馆知

识服务的关键性问题。标准化问题涉及范围很广，有硬件系统的标准化、软件系统的标

准化、开发工具的标准化、生产工艺的标准化、数据质量的标准化以及元数据的标准化等

诸多方面的内容。目前的标准化研究，由于受诸多因素的影响，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是译

介外文资料为主，缺乏独创性。目前，国内关于数字图书馆标准化研究所发表的文献，绝

大部分是以翻译介绍外文资料为主，缺乏独创性。二是以解决局部问题为主，缺乏宏观

性。目前，关于标准化大家只是注意到了其中的一些局部问题，而对宏观注意不够。三

是以单纯的理论研究为主，缺乏实践性。受国内数字图书馆建设发展的影响，数字图书

馆标准化研究基本上以单纯的理论研究为主，缺乏实践的验证与支持。四是以就事论事

研究为主，缺乏前瞻性。

#:Y&cûµÀlx]OC
数字图书馆知识服务需要进行信息收集以及通过智能手段提取知识，一方面，在数

字图书馆开发过程中，希望多一些法定许可，从而方便地使用别人的信息；另一方面，数

据库建成后，又不希望被别人无偿利用，希望法律提供有效的保护，这是一个矛盾的主

体。因此，数字图书馆开发完成后，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知识产权方面的问题。

"! QP@5IJ3��<=>ÈÉ3�Õ

建设面向知识服务的数字图书馆，要以知识服务理念为指导，应用先进技术，拓展服

务模式，制定科学的政策，采取系统的措施，使信息服务与知识服务相互促进，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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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数字图书馆由信息服务向知识服务转变。

!:#&4s¶+]LM#$%cû45þÿ
数字图书馆知识服务的先进模式应致力于打破资源与用户知识利用过程中的隔阂，

面向用户的知识利用过程，动态适应性地整合资源、服务。致力于通过服务帮助用户解

决问题，动态地满足用户的知识需求。知识、信息体系不再是服务的基点，而成为可动态

组合、变化的有机体，以适应和支持基于用户知识利用的知识服务。

一是专业化知识服务模式。这种模式是以具备专业知识的服务人员深入到用户的

专业领域，按照专业或课题来组织和实施服务，融入用户解决问题的全过程中，对专业团

体和个人提供现时有效的知识服务和解决方案。以这种模式来组织数字图书馆的知识

服务，能提高知识服务对用户需求和用户任务的支持力度。

二是基于知识内容和分析的参考咨询服务模式。这种模式将咨询人员按专业分工，

来保证他们对专业知识和专业信息资源的准确把握（专业化）；通过对咨询问题类型的分

工，来促进核心咨询服务的分析性和智力内涵（智力化）；通过集成化组织数字图书馆咨

询资源和技术系统，来提高咨询服务的效率（集成化）；通过提供强有力的分析组织技术

与工具，来保障咨询服务对内容的有效分析和对知识信息的重组（内容化）；通过对用户

稳定的经常性接触和跟踪服务，来建立用户对咨询服务的信任。

三是个性化定制服务模式。个性化定制服务模式是适应数字图书馆用户多样化需

求的重要手段。面对数字化资源的繁多、用户界面的复杂及搜索引擎功能的欠缺，用户

在检索自己所需的知识信息时往往颇为费时费力。如果用户能够在数字图书馆网站定

制自己所需的知识信息，数字图书馆定期自动的为其提供个性化的知识信息服务，将会

大大提升数字图书馆的知识服务质量。如国外正在开展的犕狔犾犻犫狉犪狉狔、犕狔犵犪狋犲狑犪狔、犕狔

犾犻狀犽、犕狔犝狆犱犪狋犲等服务都较好地体现了用户的个性化服务定制。
［２］

!:!&4s·"cû45]LM#$%mn.é
基于数字图书馆的知识服务呈现出明显的专业化、目标化、个性化、集成化及动态化

的特点，知识服务机制对组织结构的现实影响，正在管理组织的各个管理层面上产生，因

此，必须建立支持知识服务的图书馆管理机制。

一是建立数字图书馆知识服务团队。建立知识服务团队是知识服务的经营管理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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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也是知识工作者的价值组合形式。知识服务团队的成员必须具备综合化的知识结

构。以用户特定的知识需求为导向，以各学科专家为成员，并以信息技术为手段，融

入用户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为其决策提供服务方案，帮助用户实现知识应用和知识创

新；能够及时提供最新的知识挖掘和知识发现，有效开发、监控和匹配知识服务的

需要。

二是创建适应知识服务需要的数字图书馆组织结构。数字图书馆的组织结构必须

把资源优势、人才优势及技术优势，转化为知识服务与管理的优势。通过对机构进行重

组，使管理层级更加扁平，信息交流更加及时，资源整合更加有针对性，组织内部协调更

加有效，对外界的回应更加灵敏，管理成本更加经济。形成一种有效发挥全体管理成员

积极性和创新性的组织结构。

三是强化适应知识服务要求的数字图书馆组织管理。面向用户的知识服务的有效

实现必须依赖数字图书馆整体功能的发挥，必须有一种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激励机制。

在数字图书馆的组织管理中，要形成团队之间、成员之间的相互信任、理解、支持、相互尊

重的管理氛围。在承担不同管理职责、实施不同管理对策的成员群体之间，建立交流管

理知识、共享管理成果的运作机理和相应的连接机制，从而使知识服务团队在知识资源

共建和共享基础上体现公平竞争。

!:X&� ¶+]HI<@
网格（犌狉犻犱）是近年来国际上兴起的一种重要的信息技术。知识网格技术的出现为数

字图书馆知识服务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利用网格技术创建知识服务，一是要建立网格资

源共享平台。将互联网上分布异构的知识资源集成整合为内容关联的知识网络，形成一

体化的知识资源体系和知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在资源高度共享基础上的各种增值应

用服务。二是要进行知识挖掘。知识网格使用基本的网格服务（如通讯、认证、信息及资

源管理）来建立专门的并行和分布式的知识发现工具，包括一些用来构成验证和执行并

行与分布式知识发现计算的服务，还提供存储与分析已发现知识的服务。三是要提高知

识创新能力。网格将整个科学分类体系立体分布在网格结点上，通过不同的结构链接方

法使诸多交叉学科体系由隐性知识转化为显性知识，或创造出新的学科研究领域，达到

知识创新的目的。在网格系统中，使用基于知识的方法学和技术学生成的知识网格包括

元计算、对等计算、分布计算等计算基础及知识工程工具、决策咨询智能软件、知识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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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建模等。［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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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图书馆知识服务建设离不开知识产权和相关法律方面的问题。我们可以借鉴

现行国际社会和西方发达国家在处理网络空间中的法律问题的已有做法，并结合我国国

情，建立我国的网上法律体系。

一是立法原则应该是既要保护知识产权，又要促进信息网络的发展。具体要求有

三：一是要对互联网的法律问题作出全面合理的分析，对于目前尚无法确定的问题，要尽

可能给出上位概念，并在宏观上加以规范；二是要与现行法律体系保持良好的兼容性；三

是要有充分的可操作性。

二是重视统一标准的研究和制定工作。标准的研究与制定，应由信息产业界、图

书情报界以及与标准相关的国内软件开发商共同进行，兼顾考虑与国际接轨和我国

信息资源特征两个方面，先形成行业标准，然后再上升为国家标准，最后让它具有法

律的功能。

三是规范公益服务和商业运作之间的平衡。一方面保持信息的采集、分类以及原始

信息的免费提供；利用网络手段，增加传统图书馆过去不宜实现的主动服务（主动提供书

目、部分摘要、书评）等功能；另一方面对已有信息的再加工收取费用，通过网站进行商业

运作。在充分进行市场调查的基础上，了解用户需求，对用户进行细划分，并针对不同用

户群，通过加工信息来获利。［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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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知识服务的数字图书馆建设已经迈开了探索的步伐，随着研究和实践的逐步深

入，将为图书馆用户带来更高层次和更高水平的服务保障，为现代图书馆建设注入新的

生机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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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麦淑平：图书馆知识服务模式研究［犑］。图书馆建设，２０１０（６）：７２—７５。

［２］史海燕：我国数字图书馆知识服务模式及实践研究［犑］。现代情报，２０１０（９）：１５—１８。

［３］周军：高校图书馆学科知识门户的构建［犑］。图书馆，２０１０（３）：２６—２８。

［４］李贺、刘佳：基于知识构建的数字图书馆知识服务优化研究［犑］。图书情报工作，２０１０（２）：

１２７—１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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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娟，女，解放军陆航学院图书馆，馆员

通讯地址：北京市通州区台湖镇陆航学院图书馆（邮编：１０１１２３）

电子信箱：１３７１８８１１００７＠１３９．犮狅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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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服务特殊群体看图书馆人文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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çèé本文从图书馆人文关怀的
角度出发，从服务意识、服务时

间、服务特色、服务艺术、服务设

施等方面阐述了对弱势群体、残

障人士、社会底层人士等特殊群

体各项服务一些观点和看法。

êëìé人文关怀、图书馆服务、
特殊群体、弱势群体、残障人士、

社会底层人士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犜犺犲犪狌狋犺狅狉狊犺犪狉犲狊犺犻狊

狏犻犲狑狊狅狀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犪狊狆犲犮狋狊狅犳犾犻

犫狉犪狉狔狊犲狉狏犻犮犲狊，犻狀犮犾狌犱犻狀犵狊犲狉狏犻犮犲

犲狋犺犻犮狊，狊犲狉狏犻犮犲狋犻犿犲，犪狀犱犳犪犮犻犾犻狋狔，

犳狅狉狊狆犲犮犻犪犾犵狉狅狌狆狊狊狌犮犺犪狊犿犻狀狅狉犻狋狔

犵狉狅狌狆狊，犱犻狊犪犫犾犲犱，犪狀犱狌狀犱犲狉犮犾犪狊狊

狆犲狅狆犾犲．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犎狌犿犪狀犻狊狋犻犮犮犪狉犲、犔犻

犫狉犪狉狔犛犲狉狏犻犮犲、犛狆犲犮犻犪犾犵狉狅狌狆狊

　　图书馆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

为社会公众提供普遍均等的公共文化服务，保障人民群体

基本文化权益的重要职责。

周和平部长说过：“图书馆实现转型，最终还是落脚在

资源和服务两点”。［１］图书馆是以读者为主要服务对象，以

图书资料、情报信息为主体服务内容的。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公共图书馆宣言》中提到：“公共图书馆应不分年龄、种

族、性别、宗教、国籍、语言或社会地位，向所有的人提供平

等的服务”。［２］本文试从服务特殊群体的角度谈谈图书馆

人文关怀和人性化服务。以人为本的图书馆服务其核心

就是从人性层面去关怀体贴读者，竭诚为读者服务，想方

设法地为读者排疑解惑，思读者所思，想读者所想。本文

中提到的特殊群体包括老年人和弱势群体，是指那些因主

客观原因导致政治势力小、经济条件差、社会地位低、在社

会竞争中处于不利形势的人群，如孤寡老人、残疾人、老年

人、未成年人、妇女、最低保障对象、下岗失业人员等。［３］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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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殊群体既是最需要图书馆服务的群体，更是最渴望得到图书馆服务的群体。为这些读者

服务，也是图书馆责无旁贷的义务。图书馆在服务中要以人为本，要以服务特殊群体为

例，做到服务人性化，应该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 IJ45

我们知道，树立良好的服务意识是实施优质服务的首要前提和坚实基础，只有具备

强烈的服务意识才会有随之而来的优质的服务行动。图书馆里要在全馆范围内加强服

务意识教育，树立全新的为特殊群体服务的意识和理念。提供人性化服务是每一位图书

馆员都必须牢固树立服务理念，本着“一切为了读者，为了一切读者，为了读者的一切”的

宗旨与原则开展工作。对于来馆的每位读者我们都应该热情周到的接待，尽心尽力的服

务，尽自己最大努力让其满意而归。对于特殊群体，首先要尊重。只有打心眼里尊重他

们，毫无半分歧视的平等对待，才有可能将热心、周到的服务贯彻始终。其次，要认识到

对其服务的重要性。较之其他读者，特殊群体更有一颗求知若渴的心，更希望能够在图

书馆里得到知识，受到熏陶，而他们由于自身能力的有限和文化的欠缺，所以就更需要

被服务、被重视以及被引导。服务意识的树立在于平日里的点滴积累，也有赖于读者资

料的研究。将特殊群体读者划分为不同类型，认真进行研究，做好前期准备工作。针对

不同年龄、不同需求、不同职业以及不同文化层次的特殊群体读者提供各具特色的

服务。

说到服务意识，说到服务特殊群体，就不能不提到杭州图书馆。杭州图书馆提出了

建设“平民图书馆，市民大书房”的思路，构建了覆盖全市的公共图书馆四级服务网络，杭

州市图书馆新馆更是以现代化的设施和创新的服务，成为新时期我国公共图书馆发展的

标志。早从２００３年起，杭州市图书馆就开始实行对所有读者免费开放，包括乞丐和拾

荒者。

乞丐和拾荒者是特殊群体的一部分，而且是其中弱势的部分。杭州图书馆褚树青馆

长说：无论是一个儒者，或者是一个乞者，只要走进来的都是读者。图书馆对这些特殊读

者的唯一要求，就是把手洗干净再阅读。这一举措推行以来，一直引起一些读者的不满。

对于这些读者的抗议，杭州市图书馆馆长"树青铿锵有力的一席话，掷地作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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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我无权拒绝他们入内读书，但您有权选择离开。”杭州市图书馆馆长"树青的

这句话在微博上被转发了５０００多次，光评论就达到１２００多条。不少博友直赞这位馆长

有北大遗风。面对特殊群体，杭州图书馆展现出来的服务意识值得所有图书馆人学习、

尊崇，这种对读者尊敬重视的精神令人深深感动。杭州图书馆堪称业界典范，给全国各

地所有的图书馆和图书馆从业人员都上了生动的一课，做出了突出的表率、有着极其深

远的意义。后来有记者来采访，杭州图书馆的刘主任如是说：“免费开放了这么多年，我

感觉一些拾荒者和流浪汉的素质一点都不差，他们经常会在看书前主动洗手，甚至有些

人读的书报层次比普通读者都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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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大部分图书馆的开放时间都是公众上班时间，晚间开放的毕竟还是极少数。这

样，公众上班，图书馆开放，公众下班，图书馆也闭馆了。这就破坏了开馆时间的完整性

和连续性，造成中断。如此一来，就使得许多读者与图书馆擦肩而过，望馆兴叹，这不能

不说是一种遗憾。尤其是对于一些白天必须出去挣钱讨生活的弱势群体而言，劳累了一

天，能够到图书馆看看书充充电也是个很好的释放压力的途径。延长图书馆开放时间是

以人为本服务的保证，应该最大程度的延长读者利用图书馆的时间。许多图书馆能够做

到节假日和公休日不闭馆，即图书馆无休息日。我国的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等馆都

实行３６５天，天天开馆。一些发达国家的公共图书馆，不仅保证天天开馆，而且保证从早

晨至午夜的开馆时间。古语有之“红袖添香夜读书”，时至今日，晚间夜读更是成为一种

文化新时尚。大部分都市人在结束了一天忙碌的工作后，习惯以一杯清茶一本好书来度

过晚上的时光。不管是研究学习还是休闲娱乐，他们都愿意到图书馆来。图书馆阅读越

发深入人心，结书缘享书香日益成为为公众所津津乐道的一桩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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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作为城市公益性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更肩负其一定的教育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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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所提供的教育与学校不同，它是面向全体社会成员的，教育的目的并不限于文化

知识和专业技能的传授，而是注重提高人的整体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并且这种教育

贯穿于每个社会成员的一生，在学习范围上更具广泛性，在学习方式上更具灵活性，在学

习内容上更具个性化。而这样的教育又是通过服务而体现出来的。图书馆服务要彰显

特色，必须针对不同的对象，为读者提供“专门为你”的服务，即个性化文献信息传输服

务。尤其要在弱势群体服务上下功夫。弱势群体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缺乏文化素质，从

而导致信息比较闭塞，对政策了解不多，由此而衍生一系列负面效应。图书馆可根据实

际情况，加强与当地民政部门、老龄委、残联、社区中心的合作。通过他们向特殊群体多

多宣传图书馆的服务内容、范围，把他们吸引到图书馆来。

众所周知，能够走进图书馆的特殊群体心中都有着对文化生活的强烈渴望，希望能

够充实自己。图书馆可利用自身知识仓储和信息优势，发挥独特作用，为弱势群体提供

与他们切身利益有关的各方面信息，尽可能地从知识层面上为改善他们的状况提供帮

助。解决缺乏信息获取渠道，就业竞争力不足的问题。比如说，整理劳动就业方面的知

识、信息印成宣传单、小册子免费赠阅。邀请社会各界专业人士来到图书馆，不定期为下

岗职工，农民工以及失业者提供就业、社会福利、教育、培训、生活方面的信息讲座和专门

的业务培训，向他们宣传政策措施及国家帮扶弱势群体的一些战略方针，增强他们生活

的自信心，引导他们通过正常渠道释放就业压力。

关注弱势群体的文化需求，呈现给特殊群体的服务要在满足他们需求的前提下进一

步发挥特色。要有针对性的介绍馆藏、推荐新书，实施资源共享，迅速帮助其找到所需资

料，比如说，农民工在知识服务方面的需求，主要集中在致富信息、法律维权、残障人士则

侧重于养生保健、生活资讯等方面。通过提高弱势群体的阅读兴趣和信息技能，进一步

满足他们的文化、教育需求。对于弱势群体还要免除一定费用，尽量减少其经济负担，允

许他们委托代借。让他们真正拥有享受社会公共文化的权利，共同为构建和谐社会做出

积极的贡献。

以广西桂林图书馆为例，谈谈盲人阅览室的一些服务项目及其特色。广西桂林图书

馆盲文有声读物图书室，正式开放于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１５日，第２０届国际盲人节之际，是广

西第一个盲文有声读物阅览室。盲文有声读物图书室目前配备有专门的语音电脑、

犞犆犇、犇犞犇机、收录机等各种设备供盲人读者免费使用，入藏范围包括盲文书籍、视听

资料、有声读物等。开放以来本室先后从新华书店购入文学类、艺术类、实用技术类有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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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物文献；如《白杨礼赞》、《康熙王朝》、《保健按摩》、《大众菜谱》等等。从中国盲文出版

社购入政治类、文学类、医药卫生类等有声读物文献。如《中国残疾人保障法》、《医古

文》、《孤独的盲歌女》、《中医脉学三字诀》等等。从中国残疾人杂志社征订了盲人读物

《盲人月刊》、《医学荟萃》、《文化世界》、《读者》四种盲文杂志。从开放至今入藏的盲人文

献资源包括盲文书刊、磁带、光碟等载体形式的文献。其类别涵盖了政治法律、文学、艺

术、医药卫生、轻工业、手工业、数理科学和化学等等。“盲文有声读物图书室”配有专职

服务人员随时为盲人读者提供阅读、借书、指导上网等服务，为盲人读者提供各种方便，

图书馆成为视障人士学习的好场所。不仅提供馆内阅览室阅览、电话预约等常规服务，

还提供定期上门的特色服务。为解决视障人士行动不便的困难，提高文献借阅率低的问

题，馆里有专人负责送书上门的特色服务。读者需要阅览时会有工作人员上门服务，将

所需书籍资料直接送到手中，归还时又会上门来取。这样，视障读者足不出户就能博览

群书了。现在，不仅是工作人员送书，还专门发展了志愿者开展送书上门服务。这项特

色服务带给读者贴心的服务，把人性化服务落到实处，使得更多的人投入到图书馆公益

活动活动中来，在更大的范围内使得图书馆的知名度美誉度得到进一步，在社会取得很

大的反响。

电脑是盲人探索发现世界的另一双眼睛，网络的出现为盲人朋友打开一扇通往外面

精彩世界的大门，语音软件的问世使得盲人朋友也能从网上获取相关信息知识，也可通

过网络实现与其他人的正常交流，能够更好地享受人类的文明。实现信息无障碍。

康艳琴是桂林图书馆盲人阅览室最早一批利用盲文书刊、有声读物、计算机的视障

读者。多年来，在图书馆馆员及志愿者的辅导、帮助下，她自己在图书馆语音电脑上勤学

苦练，熟练掌握了语音电脑的操作和英语基础知识。现在，为了回报社会各界和图书馆

盲文图书室的帮助，她也自告奋勇地担当起了桂林图书馆盲文室的志愿者，手把手地教

新来的视障读者学习使用计算机键盘操作，上网浏览文献信息、学习阳光拼音输入法打

字等等计算机技能，受到了盲人读者的一致好评。

读者李涛也是一位视障残疾人，自桂林图书馆残疾人盲人图书室建立以来，他不顾

自己生理条件的局限，常常手执盲杖，独自乘坐２３路公交车，到馆借阅盲文书刊、有声读

物，积极学习操作语音电脑。在图书馆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的热心帮助及其他自己的不懈

努力下学会了计算机操作，借助电脑进入广阔的网络空间，开阔了自己的视野。他在自

身进步的同时不忘带动身边其他盲人朋友。不时介绍盲人到图书馆来借阅盲文书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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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读物，帮助他们学习并操作电脑。我们欣喜地看到，通过对特殊群体读者奉献人性化

服务，给他们送上人文关怀，能够起到传帮带的效果，他们会继续扮演文化传播使者的工

作，将所学奉献出来，服务于其他读者，让更多有需要的人受惠。

$! IJ�ç

服务的艺术是一门学问，是值得图书馆人探索与深究，干到老学到老的学问。图书

馆员在工作中常常能接触到特殊群体中各种各样的读者，社会角色不同，性格脾气各异。

对待这类读者，一定要端正态度。既礼貌周到、不歧视轻慢，又不是刻意的处处特殊照

顾。［４］每一个图书馆员都要有爱心和耐心，在细心和细致地提供周到服务的同时又充分

到考虑残障读者敏感脆弱的心理承受能力。学会照顾其感受，使之在不经意间愉快地接

受了专为自己设置的特殊服务的同时又感受不到明显扶弱心理，于细微处体现人性化服

务。［５］在服务中还要注意传播尊老爱幼、扶助弱小的公共美德，以身作则为其他读者扶助

弱势群体树立榜样。服务中的换位思考非常重要，要在心理上和读者互换位置，设身处

地地从读者角度出发考虑问题，想读者之所想，忧读者之所忧。

%! IJÉC

图书馆是个公共场所，要想很好地为特殊群体服务就必须配备针对服务特殊群体的

基础设施建设。

５．１　无障碍设施是指为保障残疾人、老年人、孕妇、儿童等社会成员通行安全和使

用便利，在建设工程中配套建设的服务设施。包括无障碍通道（路）、电（楼）梯、平台、房

间、洗手间（厕所）、席位、盲文标识和音响提示以及通讯，信息交流等其他相关生活的设

施。广西桂林桂林图书馆能够悉心为读者考虑，在这方面做得很是到位。针对某些残疾

人借助残疾车作为交通工具到馆阅读的情况，广西桂林桂林图书馆在院内专门辟出场地

建立残疾人专用车位，并以黄色标识划好，以供泊车。在馆门口到盲人阅览室之间以及

盲人活动范围内铺设盲道。特殊群体中有部分为残障人士和老年人。针对他们行走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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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的特点，并且在各阅览室设立老年人专座和残障人士专座。由于老年人和残障人士有

坐下困难，起身不易的特点，专座应该设置为高凳并配备软垫。

５．２　盲人视听专用设备

在盲人阅览室有专门配备的电脑，视障读者不仅可以“读”盲文书籍、听有声读物，同

时还可以上网冲浪，真正实现“无障碍阅读”。盲用专用电脑均安装有“阳光读屏”软件，

每一步操作都有语音提示，使盲人读者也能像正常人一样上网聊天、学习、娱乐等。

５．３　阅读环境的绿化美化设施

有心理研究成果表明，在所有的颜色中，绿色最能引起人类的心声共鸣、带给人和谐

的感受，在促进人的身心健康同时还最能催人奋进。绿化在图书馆建筑的装饰中也必不

可少的，恰到好处的盆栽、草坪、攀缘植物、树木会成为神来之笔，为图书馆建筑增添美感

画龙点睛。图书馆中的绿化会给读者带来美的享受，会使疲惫的读者提神醒脑，尤其是

消除视疲劳。在阅览室里悬挂不同的格言、警句，也有益于创造一个和谐、宁静、典雅、爱

知的文化氛围，切实向读者施以美学的人文关怀，施以人性化服务。如儿童阅览室则应

该符合儿童的年龄特点和审美需求，这不仅能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儿童求知、探索的欲望

还会让小读者们产生知识乐土与精神乐园的感觉。［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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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为社会公众提供普遍均等的公

共文化服务，保障人民群体基本文化权益的重要职责。图书馆是通向知识之门，为个人

和社会群体的终身学习和事业发展提供了基本的条件。承担着提高市民学习能力与创

新能力，滋养市民思想道德素质的重要责任，影响着城市精神的凝练，推动着城市的发展

与进步。［７］周和平部长说过：“图书馆是唯一没有年龄门槛的学校，它是没有围墙的大学，

是社会教育的最高学府。只有在这所学校里，特殊群体能够汲取知识，补充能量，所以要

最大限度地发挥图书馆的文化辐射作用，‘活化’图书馆资源。”［８］

我们知道，只有重视服务特殊群体，加大力度服务特殊群体，积极关注特殊群体关爱

弱势群体、把图书馆事业发展的重点放在基层，才能从根本上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只

有具备服务特殊群体的意识和精神，才能将服务惠及全民，切实保障公共文化服务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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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图书馆在文化生活中的引导和教育

作用，从而在文化建设中发挥重要的推动发展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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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７］［８］周和平：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图书馆建设［犑］。中国图书馆学报，２０１０（０６）：６—１０。

［２］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公共图书馆宣言。１９９４［犇犅／犗犔］．［２０１２．６．１５，２０１２．６．１５］。犺狋狋狆：／／

狑犲狀犽狌．犫犪犻犱狌．犮狅犿／狏犻犲狑／９犮９６２７３３３９６８０１１犮犪３００９１犪犱．犺狋犿犾．

［３］张艳：论公共图书馆对弱势群体的特殊服务［犣／犗犔］［２０１２．６．２０，２０１２．６．２０］。犺狋狋狆：／／

狑狑狑．犫犼犱犮犾犻犫．犮狅犿／犱犮犾犻犫／狊狆犲犮犻犪犾狉犲犮／犵狔狋犱／狋犺犲狊犻狊／２０１１０３／狋２０１１０３２９＿４３２８３．犺狋犿犾．

［４］［５］罗天：浅析图书馆人性化服务［犃］。见邱铁、刘士新、边振玉、史东风：图书情报工作概述

［犆］。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２７８—２８１。

［６］罗天：以人为本的图书馆服务［犃］。“川、吉、苏、桂、冀”五省（区）第十一届学术研讨会征文，

四川成都，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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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天，男，广西桂林图书馆　历史文献部

通讯地址：广西桂林市安新北路７号广西桂林图书馆（邮编：５４１００１）

电子邮箱：５９７９０４１３７＠狇狇．犮狅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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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宣传推广　犔犻犫狉犪狉狔犘狉狅犿狅狋犻狅狀

公共图书馆以基层辅导为手段宣传

公共文化服务的实践与探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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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社区是公共图书馆提供文
化、信息服务的重要阵地。为促

进公共图书馆切实发挥其功能和

作用，本文提出了地级公共图书

馆以基层辅导为手段，通过辅导

街道图书馆业务发展，规范街道

图书馆服务标准，以实现公共图

书馆精神的宣传和推广，推进公

共文化服务的发展与繁荣。

$%&#公共图书馆，宣传与推
广，基层辅导，街道图书馆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犜犺犲犮狅犿犿狌狀犻狋狔犻狊狏犻狋犪犾犾狔
犻犿狆狅狉狋犪狀狋犳狅狉狆狉狅狏犻犱犻狀犵犮狌犾狋狌狉犪犾

犪狀犱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狊犲狉狏犻犮犲狊狋狅狆狌犫犾犻犮

犾犻犫狉犪狉犻犲狊．犐狀狅狉犱犲狉狋狅犿犪犽犲犿狌犮犺

犵狉犲犪狋犲狉狆狉狅犵狉犲狊狊犳狅狉狋犺犲狉犲犵犻狅狀犪犾

狆狌犫犾犻犮犾犻犫狉犪狉犻犲狊，狋狅犻狀狊狆犻狉犲狊狌狆狆狅狉狋

犳狅狉狋犺犲狆狌犫犾犻犮犾犻犫狉犪狉犻犲狊，狋狅犻犿狆狉狅狏犲

狆狌犫犾犻犮犮狌犾狋狌狉犪犾狊犲狉狏犻犮犲狊，狋犺犲狉犲犵犻狅狀

犪犾狆狌犫犾犻犮犾犻犫狉犪狉狔狊犺狅狌犾犱犵狌犻犱犲狋犺犲

狊狌犫犱犻狊狋狉犻犮狋犾犻犫狉犪狉犻犲狊，犪狀犱狊狋犪狀犱犪狉犱

犻狕犲狊狌犫犱犻狊狋狉犻犮狋犾犻犫狉犪狉狔狊犲狉狏犻犮犲狊．

　　街道图书馆是城市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

部分，同时也是社区文化建设的重要阵地，是社区居民学

习和休闲的便利场所。街道图书馆事业是适应城市社区

发展的结果，是地级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的延伸和扩展。

地级公共图书馆在自身馆舍有限、人员有限、设施功能有

限的现实条件下，以基层辅导为手段，宣传公共文化服务

理念，推进发展城市街道图书馆事业，对于加快城市现代

化进程、提高城市社区成员整体素质、提升城市文明形

象、促进城市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

下面以笔者所在的杨浦区图书馆为例，就地级公共图

书馆如何以基层辅导为手段宣传公共文化服务的实践与

探索展开论述。

作为地级图书馆，杨浦区图书馆对区域内的街道图书

馆有着业务辅导和服务监督的职责。在党的十七大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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犓犲狔狑狅狉犱狊：狉犲犵犻狅狀犪犾狆狌犫犾犻犮犾犻犫狉犪狉狔，

狆狌犫犾犻犮犻狋狔犪狀犱狆狉狅犿狅狋犻狅狀，犵狉犪狊狊狉狅狅狋

犮狅狌狀狊犲犾犾犻狀犵，狊狌犫犱犻狊狋狉犻犮狋狆狌犫犾犻犮犾犻犫狉犪狉狔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要求下，杨浦区图书馆

以面向社区、推广服务、惠及群众的公共文化服务理念为

指引，为使街道公共文化设施发挥最大的效益、服务最广

的范围和体现最多样的服务方式，深入挖掘街道基层辅导

模式，积极探索与区域内各街道建立长效服务、文化联动

的机制方法，为进一步丰富社区居民的文化生活做出各种

尝试和努力。

!!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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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浦区现有１１家街道（镇）图书馆，以２０１１年数据

为例，馆舍总面积４５００平方米，总馆藏量２４３７６２册，平

均开放时间为６２小时／周，年接待读者近７０万人次；获

得上海市街道图书馆等级评定特级馆５家，一级馆２家，

其余均为二级馆。杨浦区街道图书馆软硬件水平参差不

齐、良莠不一，社区读者接受到的服务质量相应地也是高

低不一。故杨浦区图书馆以基层辅导工作为手段，围绕

与社区文化中心优势联合、辅导街道图书馆宣传图书馆

功能、为社区居民传播先进文化等职能，做了以下实践

工作：

!"!'()*+,-./0123456789
为打造街道图书馆成为社区居民身边的“书房”，围绕

上海市街道（乡镇）图书馆评估定级工作，杨浦区图书馆特

别注重加强对街道图书馆业务的辅导力度和深度，并充分

发挥自身的所长。评估标准体系在不断提升，而与此相对

应的现状是，杨浦区街道图书馆从硬件设施、藏书数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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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结构、业务水平等多方面考量都存在较大差距。因此，基层辅导工作以加强基础培

训与开展个性化指导为双效抓手，把日常辅导中、往届考评中凸显出来的问题、缺点

一一修正过来，加强档案建设辅导，通过制定工作进度安排表，严格按照阶段部署要

求，对各馆的业务档案资料、环境布置、设施要求等一一进行梳理，并从人力、物力上

全力以赴地进行支持，确保各馆迎评工作有序到位。至考评前夕，增加实地辅导次

数，整改验收业务档案，根据各馆的特殊情况提供合理化建议和思路等。如根据五角

场街道辖区内部队多的特点，我们建议图书馆确立了双拥共建的服务品牌特色，成立

五角场街道图书馆“绿杨军地读书圈”共建小组，推出“军事速递”小册子，与周边部队

签订共建服务协议，从送书上门，到开展一系列辅导、讲座、培训等形式多样的读书交

流活动，“知识拥军”的范围越来越广，形式不断创新，成为全区“文化拥军”的一道亮

丽风景线。

评估工作带来的积极意义是，通过区馆与各街道双向联动，争取了各方领导的重视

和投入，确立了公共图书馆尤其是街道图书馆在社区创建精神文明中的重要地位。同

时，拓宽了辅导思路，提升了业务辅导的整体服务水平，为如何进一步延伸、深化街道图

书馆服务能绩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ABCD67
根据不同时段和各街道的不同需求及特点，杨浦区图书馆有针对性地与街道图书馆

合作开展读书活动。如根据社区青少年在寒暑假期间文化生活匮乏、缺少正确引导的特

点，杨浦区图书馆联合多家街道图书馆积极组织社区双职工家庭子女参加寒暑假读书活

动，开展了如“遨游书海，不断进取”五个一系列活动（即参加一次图书馆社会实践活动、

看一本好书、为自己周围的人做一件好事、看一部优秀的影片、参加一次体育活动）等，通

过一系列形式活泼、参与性强的读书活动，为社区青少年读者营造了一个个丰富的文化

寒暑假，让青少年读者们从小建立起了解图书馆、善用图书馆的良好习惯，为图书馆功能

的长足发挥打下坚实的基础。每逢图书馆服务宣传周期间，杨浦区图书馆将服务触角延

伸向全区各个街道，组织所有街道图书馆积极开展读书活动，收到了广泛而良好的社会

效果。

通过区街联动、共同开展读书活动的方式，实现了资源整合、优势互补，使地级公共

图书馆较之街道馆更为丰富的资源在社区得到推广与共享，提高居民对各级公共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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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认知度。同时也促进了街道图书馆开展读书活动的规范化和积极性，规范了操作流

程、档案管理，丰富了读书活动的载体和内容，

!"$'EFGH,IJ/0123KLDMN
网站是信息时代公共图书馆开展虚拟、数字服务的重要窗口，微博是新兴网络媒体。

杨浦区图书馆积极探索通过网络把街道图书馆的文化资源和即时动态也充分展示给读

者，不断完善网站内容，整合街道图书馆的优势资源，在杨浦区图书馆官网上设置了街道

图书馆简介、社区动态、各类表格下载等栏目，在官方微博上特设“杨浦区街镇图书馆风

貌”专栏，分为基层辅导动态、图书馆视界、活动采风等版块，并分期重点介绍某一家街道

图书馆的特色服务，为读者提供街道图书馆多方面的信息，及时反映街道图书馆的工作

动态，图文并茂地为街道图书馆提供了一个网络展示平台。我们还正在探索如何通过镜

像的方式，将我馆的数字资源共享给街道图书馆的读者使用，通过业务培训在街道图书

馆积极推广上海图书馆“市民阅读网”，加快街道图书馆信息化步伐。

"! 6789:&;<=>?@ABCDEFGHI;J'()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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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知识杨浦”新一轮的发展建设中，杨浦区图书馆的工作重点已经超越“有效发挥

一馆之力”的范围，而是通过加强区街联动，通过与社区文化中心建立长效服务机制的探

索，逾越自身“一馆一舍”、场馆有限、地理位置偏离区域中心等客观条件的限制，把服务

的触角向全区各个街道延伸，带动全区公共图书馆事业和文化事业的大发展大繁荣。

#"!'OPQR,STUVWXY7QRZW
基层文化建设在和谐社区的建设中负有重要使命，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重要

方面，做好基层文化辅导工作是公共文化事业单位社会价值的体现。这就对基层辅导工

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不仅是简单地组织辅导部分的、一般性的活动，而是要向更新、更广、

更高的领域和目标发展，辅导的方式方法也要适应新形势不断地创新发展。构筑一个运

营高效、服务优质、辐射广泛的基层辅导网络，整合基层辅导资源，建立因地制宜业务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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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机制，在加强业务辅导力度的基础上，创新辅导手段，重点解决区馆与街道、基层辅导

人员与街道馆人员的衔接问题，保证信息畅通，反馈及时，并通过资源优化与重组、设立

基层辅导专项基金等，实现基层辅导新飞跃。

当前已在街道图书馆馆长例会中创新引入“主题例会”的思路，一改以往馆长例会由组

织者单向输出的方式，尝试每次例会确定一个主题，如“等级考核标准解读”、新书介绍的多

种途径和方法、“一卡通”三率提高的有效措施、街道图书馆特色服务等主题，每次确定一家

街道图书馆作为主发言人，其他街道图书馆补充交流。各街道图书馆在交流思想、各抒己

见的同时，潜移默化中提高了业务认识，达到把每次例会都当成一次培训的效果。

#"#'[\S3,]<^:/03Y7_`a
街道图书馆持证读者人数少、进馆人次不足，服务效果和社会价值没有得到充分的

体现，“用户的数量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政府对图书馆的投入”，街道图书馆需要在阅读

推广活动中，增加识别度，提高社会影响力。故杨浦区图书馆坚持以“特色建馆”对街道

图书馆进行辅导，以“上海市街道（乡镇）图书馆等级评定标准”中特级馆的指标体系为标

准，为每一家街道图书馆把脉诊断、确立特色服务。２０１１年６月杨浦区的三家公共图书

馆经过了资源整合、优化重组，原杨浦区延吉图书馆、杨浦区少儿图书馆合并入杨浦区图

书馆，更名为杨浦区图书馆延吉馆、杨浦区图书馆少儿馆，这一行政举措为提高街道图书

馆服务质量带来了新的契机。杨浦区图书馆计划启动试点特色街道图书馆辅导项目，在

平时常规业务辅导的基础上，增加：由少儿馆对口辅导五角场镇图书馆的少儿服务工作，

结合其新馆建设为其建立少儿特色馆；由延吉馆对口辅导延吉街道图书馆的读者服务工

作，将其建设成“三率”全市排名前三的人气最旺馆；由平凉馆对口辅导四平街道图书馆，

限于其馆舍面积有限，打造其成为延伸服务特色馆。以上对口辅导工作包括：优化藏书

结构、开展阅读辅导活动、培训专业人员等。通过特色街道图书馆项目带动全区街道图

书馆整体业务水平上台阶。

#"$';<bc,de:f[\67gh
在现有联动开展读书活动、有效地提高了全区居民读书热度的基础上，在对图书馆

２．０新技术尝试和实践的基础上，杨浦区图书馆进一步探索与街道图书馆在馆藏文献资

源、网络信息资源方面等的共建共享、联动发展，通过网站“镜像”技术，把地级公共图书



——— ２３２　　

馆的各种数字信息资源（数据库、电子书刊等）与街道图书馆共享，让社区居民在家门口

的街道图书馆内就可以享受到杨浦区图书馆的服务与资源。文献资源共享已成为国际

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各图书馆在馆藏建设上，注重形成本馆的文献资源特色，并

逐步建立起适合计算机网络需要的特色文献数据库，以实现馆藏文献资源和网络信息资

源的共享。馆藏文献资源、网络信息资源和读书活动这三方面的联动发展，达到区街“双

赢”，形成区域特色服务品牌，实现公共文化服务的发展与繁荣。

#! OP

综上所述，杨浦区图书馆作为地级公共图书馆，以基层辅导为手段，以宣传图书馆精

神、为社区居民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文化服务为工作重点，深入挖掘街道基层辅导模式，积

极探索与区域内各街道建立长效服务、文化联动的机制方法，为进一步丰富社区居民的

文化生活做出各种尝试和努力，让更多市民受益于基层图书馆，实现“人人参与文化，人

人享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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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熊敏、张小年：浅谈如何做好区县公共图书馆宣传工作［犑］。图书馆论丛，２０１１／３：５９—６０。

［２］汪海燕：公共图书馆宣传工作探微［犑］。图书馆学刊，２０１０／１：２６—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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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燕，女，１９７８—　，上海市同济大学文学学士。现为上海市杨浦区图书馆馆员。

通讯地址：上海市平凉路１４９０弄１号　杨浦区图书馆宣传辅导部（邮编：２０００９０）

电子邮箱：１３９８６９９９６９＠狇狇．犮狅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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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代图书馆宣传推广理念及策

略探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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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宣传工作是图书整
体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本

文从信息时代的背景出发，针对

图书馆宣传推广薄弱的现状，提

出图书馆宣传推广的理念、策略、

内容和方式。

$%&#图书馆，信息时代，宣传
推广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犔犻犫狉犪狉狔狆狌犫犾犻犮犻狋狔犪狀犱狆狉狅

犿狅狋犻狅狀犪狉犲狉犲犵犪狉犱犲犱犪狊犪狀犻狀犱犻狊狆犲狀狊犪

犫犾犲狆犪狉狋狅犳狋犺犲狑狅狉犽狅犳犾犻犫狉犪狉犻犲狊．

犜犺犻狊犪狉狋犻犮犾犲犪狉犵狌犲狊狋犺犪狋狋犺犲犻犱犲犪，

狊狋狉犪狋犲犵狔，犪狀犱 犿犲狋犺狅犱狅犳犾犻犫狉犪狉狔

狆狉狅犿狅狋犻狅狀犻狀狋犺犲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犪犵犲

犪狉犲犫犪狊犲犱狅狀犻狋狊狑犲犪犽狊狋犪狋狌狊．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犔犻犫狉犪狉狔犐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犃犵犲

犾犻犫狉犪狉狔狆狌犫犾犻犮犻狋狔，犾犻犫狉犪狉狔狆狉狅犿狅狋犻狅狀　

　　在高度信息化的当代社会，人们对信息的获取速度要

求越来越快，获取手段要求越来越简便。这向作为信息服

务中心的图书馆提出了严峻挑战。随着信息获取渠道的

增加、获取成本的降低，图书馆对读者的吸引力越来越小。

目前在我国，很多图书馆都存在花费大笔资金购进的馆

藏无人问津，读者却又不断抱怨馆藏难以满足需要的矛盾。

这表明我国公共图书馆的宣传意识和力度还存在不足。如何

有效地在信息时代新环境下开展宣传活动，关系着公共图书

馆在公众中的形象塑造以及各项业务能否顺利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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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图联颁布的《公共图书馆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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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言》被称为世界公共图书馆界最高纲领，它明确规定公共图书馆服务的核心任务应该是：

“与信息、扫盲、教育和文化密切相关。”这就很明白地告诉我们，图书馆的工作绝不仅仅

局限于书、刊、报的服务，只要有利于社会教育和培养公众素质能力的工作、活动都可以

做。开展宣传推广就是更好地履行公共图书馆的使命。

!"#'123?@GHwz"{|p}~����
图书馆社会效益一般有定量和定性两个方面的标准衡量。定量标准主要是市民到

馆率、持证读者数、借阅率、图书馆网站和数据库点击率等量化数据。定性衡量则主要参

照图书馆人气和口碑、见报率等。因此，图书馆的服务在很大的程度上依赖于满意的读

者将他们所得到图书馆的服务质量告知其他的人。宣传推广要讲实效，就是要让市民知

道图书馆、让市民走进图书馆、让市民了解使用图书馆的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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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应该专设部门或指派专门的员工，规划和协调馆内外的宣传推广工作。要特

别注重此项工作的策划，随时搜集具有创意的活动资料，如其他图书馆、书店、出版社、媒

体、社团、学校、小区的活动信息，遇有适合本馆举办的阅读活动，即主动向主办单位索取

其活动办法、宣传资料和活动手册，保存起来。此外，尽量学习和观摩有宣传推广经验的

图书馆，直接模仿通常会有不错的效果。每次观摩回来，员工们应充分讨论，将适合自己

的宣传推广方案设计出来。

"! '()QRST0WX

公共图书馆在宣传上应注重培养品牌效应。图书馆品牌是指图书馆通过自己的某

种独特性或一定规模的馆藏，或某一信息产品、信息服务等，使自己在信息服务领域及社

会中享有较高的知名度，得到人们的更多认同，从而建立其独特的形象，并在行业中形成

竞争优势，这种优势就是图书馆品牌。

良好的图书馆品牌将为图书馆稳固一大批忠实的读者，保证图书馆稳定长足的发

展。同时，由于公共图书馆受自身资金的限制，无法像大型的企业那样进行地毯式的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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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宣传，所以，准确的定点定位宣传是公共图书馆进行自我宣传的主要方式。

定点定位是指说公共图书馆宣传工作的针对性要强，针对不同需求的受众采用不

同的宣传方式和广告词，同时也是指公共图书馆的宣传要紧扣自身的品牌定位。如公

共图书馆针对学生群体的宣传可以是：图书馆是学习的最好的地方，有你需要的专业书

籍和期刊；针对青年人的宣传可以是：图书馆是人生定位的灯塔；针对中年人的宣传可

以是：图书馆是良好的职业规划驿站；针对老年人的宣传可以是：图书馆是享受人生的

乐园。

同时，不同区位、级别的公共图书馆在品牌定位上也要充分考虑自身情况和图书馆

受众的基本情况，因地制宜的制定图书馆的宣传品牌，使品牌迅速有效地影响受众心理。

#! '()QRST0KY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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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提高馆藏质量，构建合理科学的馆藏体系的同时，还应该大力宣传图书馆信

息资源。通过馆藏宣传可以帮助读者充分了解图书馆，熟练地利用图书馆，发挥馆藏作

用、提高办馆效益。馆藏资源宣传的内容包括向读者介绍馆藏文献信息资源的结构、布

局及检索借阅方法，指导读者检索和利用馆藏，以最大限度地发挥馆藏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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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网上资源的共享、数字图书馆的建立，图书馆的社会功能进一步得到了实现，各

种新的服务项目不断增加。除了一般性的读者服务以外，有些图书馆还为企业、事业以

及政府部门提供决策前的信息调研服务、决策中的信息保障和信息研究服务及决策后的

信息追踪等服务。这些服务内容及服务方式，对于大多数的读者来说都是新鲜事物，需

要对此进行大力宣传。

$"$'�12367��w?@GH
长期以来，图书馆利用自己的馆藏资源及人员的专业优势，积极开展文献信息服务

工作，在工作中取得了良好成果，这些成果需要图书馆在开展服务的同时，积极向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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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社会进行宣传，使图书馆文献信息服务的成果为社会所熟知，吸引更多的读者来利用

图书馆，确立图书馆在社会发展中应有的地位。同时，也可以增强图书馆工作人员的自

信心，使图书馆更好地发挥服务效能。

$! '()QRST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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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企业形象识别系统，通过统一的视觉识别，例如在建造风格、员工服装、馆徽标

志、各类宣传资料、书证设计、光盘封面、网站风格等统一设计风格，强化对外宣传的形象

识别，使公众心中具有一个固定的印象。当人们一看到这个标志，就知道是与图书馆有

关的信息。该项工作对提升图书馆整体形象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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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媒体合作包括与报纸、电台、电视等媒介的合作。通过与媒体合作，进行图书馆的

宣传与推广，可以使图书馆在更大的受众面扩大影响力。具体来说，图书馆可以与前面

所提的传统媒体合作，以开辟专栏等方式，宣传图书馆资源与服务、图书馆动态等。这种

方式已经被一些图书馆所采纳，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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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社会各团体、行政部门建立联络、加强合作。开展图书馆宣传推广，并策划各种文

化活动，如文学活动、音乐和电影活动、狂欢活动、图片展等，与那些愿意为图书馆说话并

宣传图书馆发展的团体合作，一起倡导支持重要的会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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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手机短信或电子邮件发布信息，具有时效性强、操作简便，费用低廉、普及面广

等特点，非常适用于高节奏的现代社会。图书馆完全可以借鉴该类宣传手法，在读者开

办借书证时让其自由选择是否愿意通过短信、电邮方式接收最新的图书馆资讯。而当读

者接收后感兴趣时，也会向身边的家人、朋友转述或转发，信息在这样“滚雪球”的传播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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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受众面越来越广，达到良好的社会效益。

%"&'¡¢£¤w¥¦
应该承认，全国各地的图书馆，按照本文上述的理念、原则和方法，在自我宣传与推

广上也费了不少脑筋，也不乏引起轰动与争议的策划。其中浙江杭州图书馆的请乞丐入

馆与西南某市图书馆在春运期间代为农民工读者购买火车票之例给人们的启示最有

意思。

２０１１年，杭州图书馆决定：对乞丐与一般民众，一视同仁，欢迎进馆阅读图书。无

独有偶，同一时期，西南某大城市的图书馆也决定开展为农民工读者代购火车票的服

务。消息甫出，反响激烈，褒贬不一。两者最具共性的负面指责是：作秀。但是笔者认

为，这些指责者往往有种“小人之心”的嫌疑，他们所缺失的是一种道德与人性的考量。

特别是在对乞丐入馆一事的判断上，这些说三道四者缺乏的是对“人格无贵贱”、“人权

平等”等人类主流价值观念。乞丐，从社会学而言，实质上是人的一种生活方式，与好逸

恶劳并无直接必然的联系。与之概念相近的就是难民，从某种意义上讲，乞丐和难民，

则是人类历史上，减轻、逃避自然灾害和战乱杀戮的最有效的一种方式。当人们面对突

发性的灾难事件时，难民对灾难损失的减少，功不可没。它至少具有以下几个特点和优

势：第一它不需要政府组织工作的成本，属于自发性的避难行为；第二难民的流向，天生

就具有极其准确的合理性。具有从受灾区向非受灾区转移的特征；从经济欠发达地区

向发达地区迁徙的特征；第三难民的出现客观上也能解决人类精神境界中行善心理、赎

罪心理等高层次心理需求的满足。因此，歧视乞丐的本身，是不道德的，他们也有属于

自己应有的权利，也理所当然的有享受文化财富的权利。作为用纳税人的钱所设置的

公共图书馆，就更没有理由对乞丐抱有成见。所以，当人们看到杭州图书馆的决定时，

更多的应该从人文关怀层面去理解、支持甚至欢呼他们的举措。即便决策者是从图书

馆的宣传与推广的目的推出的项目，我们也应该从正面的角度肯定他们。因为，这种手

段也符合图书馆宣传推广的正确理念———是为了更好地履行公共图书馆的使命和追求

社会效益。

联合国颁布的《公共图书馆宣言》就明确规定公共图书馆服务的核心任务应该是：

“与信息、扫盲、教育和文化密切相关。”这就很明白地告诉我们，图书馆的工作绝不仅仅

局限于书、刊、报的服务，只要有利于社会教育和培养公众素质能力的工作、活动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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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杭州图书馆的举动就是如此。它的策划应该是成功的。它唤醒的是人们对弱势群

体的尊重和关怀，对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大有裨益。收获的是社会效益。当然，面对偏见

与不可预知的因素，这项活动的持续与坚持，是有一定的难度。比如如何让乞丐在入馆

时自觉的保持能登大雅之堂的整洁衣着，确实很难找出一个具有操作性的标准；又比如

如何巧妙平衡和尊重其他读者的合法权益，都是杭州图书馆所要解决的难题。我们应该

充分肯定的是，这个举措毕竟属于站在道德高地的一项制度创新。

而西南某市图书馆替农民工读者代购火车票的举措，就与杭州有所区别，它的定位

的本身就难免会使活动陷入尴尬。其关键的要害在于策划的内容与馆藏信息资源几乎

是没有任何联系。其结果是，图书馆所能推广的只能是图书馆职工对农民兄弟期盼回

家的同情和理解，因为图书馆不可能掌控春运期间紧缺的火车票资源。图书馆所得到

的回报只能是民众对图书馆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感激和理解。由此可见，杭州的成功，在

于它的宣传与推广植根于图书馆的主体，在如何发挥主体的资源优势，如何履行自己

的公共职责，如何在这两者之上在体现自己的价值取向方面找到了契合点。令人玩

味的是，西南某市图书馆的代购火车票难以为继时，他们推出的手机图书馆和车载流

动图书却开展得风生水起，有声有色。这其中的缘由，与杭州图书馆的缘由，如出

一辙。

由此可见，图书馆的自我推广和宣传，绝对不能是为推广而推广，为宣传而宣传，必

须立足于自的职责和优势，从履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提高社会效益的高度去谋

划、实施。方能取得实效。仅仅从价值观念去思索与策划，并不能取得应有的社会效益

和民众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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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宣传推广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在当前信息社会的大环境下，图书馆应充分重

视图书馆宣传推广工作，突破惯性思维，加强对公众的信息推送能力，并将图书馆的宣传

推广经常化、规范化，以期能树立良好的文化形象，为更多的读者提供更好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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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高原：浅谈公共图书馆的宣传工作［犑］。内蒙古图书馆工作，２００６（４）：６６—６７。

［２］王洁：试论２１世纪图书馆的宣传［犑］。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２００７（１１）：１２４—１２６。

［３］梁冠蓝：试论信息时代背景下公共图书馆的宣传推广策略［犑］。图书馆论坛，２０１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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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小玲　女　生于１９６８年　重庆图书馆　馆员　大专　已发表论文多篇

（邮编：４０００３７）

电子邮箱：狀犽２００７＠１２６．犮狅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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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公共图书馆宣传的空间观及思

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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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宣传需树立一种全
面的空间观，宣传不只是向下面

向读者，还要向上、向外和向内拓

展。当前，公共图书馆置身于信

息化网络化大发展的时代背景

下，宣传手段较之以前有了飞跃

性发展，微博、博客、邮件、手机短

信等成为了常用的宣传手段。综

合化宣传思路不仅着眼于运用先

进的宣传媒介，更有赖于人、资

源、空间等要素的综合运用及宣

传策略的创新。

$%&#空间观，宣传媒介，思路
创新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犜犺犲狅狏犲狉犪犾犾犮狅狀犮犲狆狋狅犳

狊狆犪犮犲，狑犺犻犮犺狊犺狅狌犾犱犫犲犽犲狆狋犻狀狋犺犲

犿犻狀犱犻狀狋犺犲狆狉狅犿狅狋犻狅狀狅犳犾犻犫狉犪狉犻犲狊，

犳狅犮狌狊犲狊狅狀犲狓狆犪狀犱犻狀犵狆狌犫犾犻犮犻狋狔狀狅狋

狅狀犾狔犱狅狑狀狑犪狉犱，犫狌狋犪犾狊狅狌狆狑犪狉犱狊，

狅狌狋狑犪狉犱狊犪狀犱犻狀狑犪狉犱狊．犜犺犲狉犻狊犲狅犳

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犪狀犱狀犲狋狑狅狉犽狋犲犮犺狀狅犾狅

犵狔犺犪狊犫犲犲狀犮犺犪狀犵犻狀犵狋犺犲狆狌犫犾犻犮犾犻

犫狉犪狉犻犲狊犵狉犲犪狋犾狔，犪狀犱犿狅狊狋狅犳狋犺犲犿

犪狉犲狌狊犻狀犵犿犻犮狉狅犫犾狅犵，犫犾狅犵，犈犿犪犻犾，

　　于良芝教授所著的《图书馆学导论》一书中对“图书

馆”如此定义：“图书馆应该是这样一种社会机构或服务：

对文献进行系统收集、加工、保管、传递，对文献中的知识

或信息进行组织、整理、交流，以便用户能够从文献实体、

书目信息及知识三个层面上获取它的资源。”［１］从该定义

中可看出，现代图书馆区别于过去藏书楼的显著标志，是

因为它将服务作为其根本宗旨。２０１２年５月１日起颁布

实施的《公共图书馆服务规范》中更是详细“规定了图书馆

服务资源、服务效能、服务宣传、服务监督与反馈等内

容”。［２］现代图书馆是一个成长中的有机体，随着实践的不

断深化，图书馆学理论也在不断创新。上海图书馆馆长吴

建中博士的新著《转型与超越：无所不在的图书馆》一书敏

锐地观察到了现代图书馆的转型。他认为图书馆正在从

书的图书馆转变到人的图书馆，“图书馆是人的中心，是人

的空间。图书馆是人与人交流的空间，是聚集信息资源和

人的资源的知识空间。”［３］也就是说，图书馆员不仅要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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狊犲狉狏犻犮犲狊犪狏犪犻犾犪犫犾犲犳狅狉狋犺犲狉犲犪犱犲狉狊．

犅狌狋狋犺犲狔狀犲犲犱狋狅犳狅犮狌狊狅狀犻狀狀狅狏犪

狋犻狅狀犻狀狋犺犲犿犲狋犺狅犱狊犪狀犱狊狋狉犪狋犲犵犻犲狊，

狀狅狋 狅狀犾狔 狌狊犻狀犵 狋犺犲狊犲 犪犱狏犪狀犮犲犱

犿犲犱犻犪犻狀狆狉狅犿狅狋犻狅狀，犫狌狋犪犾狊狅犻狀

狋犲犵狉犪狋犻狀犵狋犺犲犽犲狔犲犾犲犿犲狀狋狊犻狀犮犾狌

犱犻狀犵狆犲狉狊狅狀狊，狉犲狊狅狌狉狊犲狊犪狀犱狊狆犪犮犲．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犮狅狀犮犲狆狋狅犳狊狆犪犮犲；犿犲

犱犻狌犿狅犳狆狌犫犾犻犮犻狋狔；犻狀狀狅狏犪狋犻狅狀狅犳

狋狉犪犻狀狅犳狋犺狅狌犵犺狋　

传统的“为人找书，为书找人”，还要把人头脑里的动态知

识与书里的静态知识结合起来，把每个人各自拥有的知识

进行交换，形成互动的知识流。

无论是“为人找书，为书找人”，还是建设人与人交流

的知识空间，图书馆服务与宣传从来都是相互依赖的关

系。一直以来，对于图书馆宣传的认识，都限于面向公众

的宣传。固然，公众宣传是公共图书馆天然所赋予的职责

和使命，但是从公共图书馆的发展现状、发展职能及今后

的发展趋向来看，图书馆宣传需要树立一种全新的宣传

“空间观”。在笔者看来，公共图书馆宣传不仅要向下即面

向公众开展服务宣传之外，还应该向上、向外和向内开展

宣传。在向下宣传既开展公众宣传时，要注重人、资源、空

间等要素的综合运用，并要在宣传策略上下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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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资源论的角度来看，无论是个体还是组织的发展，

统统都离不开资源的支持，包括自身资源、人力资源、经济

资源、环境资源、社会资源等，图书馆发展亦不例外。图书

馆发展的空间既取决于自有资源和组织的成长，又取决于

外在资源如环境资源、社会资源等的支持。公共图书馆作

为各级政府或社会力量兴办的公益性的公共文化与社会

教育机构，一直以来其发展与政府的支持力度密不可分。

各个地方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差别很大程度上与当地政府

对图书馆事业的关注度和支持度有密切联系。广东图书

馆界两位前辈———谭祥金、赵燕群教授认为图书馆“有为

才有位”。关于这个“位”，谭、赵两位前辈认为不是指图书

馆的行政等级，而是指图书馆在读者心目中的地位。［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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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看来，“有为才有位”也可理解为，政府固然有义务支持图书馆发展，但是图书馆发展

的政府依靠还需要图书馆人的不断宣传和争取，只有这样图书馆的“位”才能越来越牢

固，越来越宽广。公共图书馆应必须更进一步树立“向上宣传”的意识，这意味着公共图

书馆应该抓住各种机会将自身的发展向上级行政主管部门、政府机构、人大政协等机构

进行宣传，同时还应将自身的服务与政府文化工作目标有机结合，充分展现图书馆在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的独特作用。上海图书馆则明确将服务对象分成三个层面，即

广大市民、研究群体和政府部门，并确立了面向广大公众、面向企事业机构、面向领导决

策部门的知识服务体系。［５］在广州图书馆制订的《广州图书馆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发展规划》

里，明确提出要争取政府、人大等支持，争取良好的办馆条件，如解决基本公益服务的公

共财政投入保障问题，将图书馆发展纳入全市文化发展规划和经济与社会发展“十二

五”总体规划，推动《广州市图书馆条例（草案）》正式立法，为区域公共图书馆的发展确

立法律保障等。

在具体业务方面，比如２００９年广州图书馆抓住政府推行信息公开的机会，向市政

府积极申请和协调，终于实现在本馆读者检索机上读者可免费查询８０个政府部门的现

行和过去的红头文件，为广大市民查询和了解政府信息提供了一条新途径。广州图书

馆除了为读者提供信息咨询服务外，大力拓展决策参考服务，如从１９９２年开始，便与广

州市委政策研究室合作，为广州市领导机关决策提供信息服务，从２００９年开始还为市

人大常委会研究室提供编制《人大信息摘编》半月刊、为市人大常委会选举联络工委提

供编发《人大代表履职参考》月刊。除了宣传和业务上进行向上拓展外，广州图书馆今

年还着力推动了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改革，在全国率先建立理事会，成员吸收了社会

公众及名流、上级文化及人事主管领导。理事会目标着眼于对涉及重大专业事项、对涉

及全体员工切身利益的事项按照有关规定进行讨论或审议，这种新的改革举措改变了

过去图书馆决策的被动局面，有利于图书馆听取各方意见，吸收各方资源，推动事业的

进一步发展。

“向上宣传”也体现在具体的活动上，比如邀请上级主管政府机构或宣传机构主办文

化活动，或参加文化活动仪式，积极将图书馆特色文化活动或新业务形式向上级部门进

行汇报，争取政策和经费方面的支持。这些宣传和沟通既能为图书馆业务或活动的开展

提供实实在在的支持，又能让上级部门及时了解图书馆在推动公共文化体系建设中所发

挥的独特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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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随着国际交往的密切，信息与知识的流动已经超越了国界，

图书馆必须适应国际化发展的趋势，参与国际化进程。这既是图书馆生存和发展的客观

要求，也是图书馆在新形势下必然要承担的历史使命。这就要求图书馆既要向外引进国

外优秀文化成果，又要向外宣传和推广本国及本地区优秀文化成果。早在２００２年，上海

图书馆教授、上海市图书馆学会理事长王世伟在《面向世界的图书馆管理———关于图书

馆工作全球化的再思考》一文中提出：“图书馆国际化是中国图书馆事业与时俱进的历史

呼唤，是中国国力提升、国际地位不断提高的一种历史要求，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

形成文化创新体系的一种新举措，是中国图书馆事业全球化的一种必然要求，也是发展

中国图书馆事业和国际图书馆事业的一种未来选择”。［６］他还在文中提出图书馆工作要

实现文化的多元化、管理的国际化、交流的全球化、辐射的区域化、服务的现代化、影响的

世界化。

从我国当前的图书馆国际化发展水平来看，国家图书馆、部分高校图书馆、少数发达

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大连等公共图书馆在图书馆国际化方面走在了前列，通常

包括积极加入国际组织、积极参加或举办各种国际学术会议、努力推进国际人员或文献

交流等，也包括提供多种语言的文献及服务、招聘外籍人才进行服务、积极参与国际图书

馆界的合作与交流等。

图书馆国际化进程表明了图书馆加强向外宣传的重要性，特别是城市公共图书馆作

为城市公共文化的重要机构，可以因地制宜，在对外文化交流中承担着重要角色。比如

国内许多城市都有国际友好城市或国外驻当地的使领馆，图书馆完全可以通过与他们共

同举办展览、讲座、读书活动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增进市民对异域文化的了

解和认识。有条件的城市图书馆还可以与友好城市图书馆、境外文化机构之间直接开展

业务、学术及人员之间的往来，将中国及本土文化、图书馆发展现状及先进经验向对方进

行推介，并吸取对方国家及城市图书馆的发展长处，在思想与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中开阔

眼界，激发灵感。特别是上海图书馆的“上海之窗”项目运作非常成功。上图从２００２年开

始在境外图书馆设立“上海之窗”，截至２０１２年４月，已在４８个国家或地区，共计８０个机

构设立“上海之窗”。上海图书馆已经向这些合作伙伴送出累计４万余册图书。“上海之

窗”项目也成了上海市对外交往的一个重要窗口。［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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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其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一直走在全国前列。在得天

独厚的地域优势和政策优势下，广州图书馆一直把对外文化交流工作放在十分突出的位

置。建馆后的第二年（１９８３年），广州图书馆便与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签订了中美复交后

首个供借图书资料合同。此外，广州图书馆还一直接受来自驻穗总领事馆、友好城市的

赠书，与日本福冈、法国里昂、德国法兰克福、加拿大温哥华等国际友好城市开展长期图

书交换、互办展览、人员及学术交流等活动。经过长期的实践特别是在广州亚运会举办

之后，广州图书馆逐渐形成了要成为城市“多元文化窗口”的办馆使命。从以前的举办单

项对外文化交流活动，逐渐发展到综合性对外文化交流思路，例如通过与香港歌德学院

图书馆合作，连续１１年每年邀请德国图书馆专家来广州举办图书馆专业交流，２０１１年广

州图书馆还派出专家赴德国图书馆界进行学术访问和交流。再如，２０１０年１２月，趁广州

亚运会举办契机，广州图书馆与韩国光州广域市立图书馆达成了《广州图书馆与光州广

域市市立图书馆就共享图书馆信息与共同发展的谅解备忘录》，这是广州与友好城市之

间签署的首个图书馆交流谅解备忘录。此次合作备忘录签署已纳入政府间合作交流项

目之一，有利于进一步增进两市在文化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丰富友好城市关系的内涵，有

利于广州借助对方平台进一步开展对外宣传，提高广州的国际知名度。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

度，广州图书馆与韩国光州广域市图书馆相互在各自城市举办书画展、学术及文化讲座、

人员互访等活动，不仅在两座城市之间甚至在两国之间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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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徐建华教授指出，现代图书馆形象包括公益形象、现代化形象、高效精简形

象、优质服务形象、环境整洁形象、文献信息中心形象、社会教育中心形象和地区文化中

心形象等八个形象。［８］显然，每一个形象塑造，上至图书馆领导，下至清洁卫生、门卫人员

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好比一个城市的形象大使也许并不如一个出租车司机的贡

献，出租车作为城市形象的窗口，司机素质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城市的声誉和形象。同理，

一个图书馆的宣传工作并不仅仅是公关部门和馆领导的职责，每一位员工既是服务主体

又是宣传主体。全体员工良好的专业素养、服务态度和敬业精神是展现图书馆良好形象

的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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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建中馆长认为：“图书馆三要素中第一位的是人，以前人主要指‘读者’，后来发现

‘读者’的面太狭窄，只包含了来馆的读者，便采用了含义更广泛的‘用户’的称呼。‘用

户’的名称虽然进了一步，包含了虚拟读者和机构用户，但它只是‘读者’的延伸，涵盖的

范围不明确，现在欧美广泛采用‘利益相关者’的名称，使得图书馆的服务对象更加明确，

而且把自己的员工包含在内。”［９］可见，图书馆宣传对象应该将自己全体员工包含在内，

而不仅仅只是某个部门或某些员工。根据笔者的观察，图书馆在宣传方面一般在向上、

向下和向外上着力较多，但向内宣传往往容易忽视，这表现在活动推广人员不熟悉全馆

重要业务、全馆员工特别是前台员工对馆内重大活动或重要业务不熟悉、部门间的协调

协作能力差、员工对岗位或图书馆工作认知差等。因此，开展向内宣传既要着力于加强

组织文化的构建，创造员工之间的互动平台，又要注重加强员工的继续教育与培训，尊重

每一位员工的需求和意见，提升员工良好的职业素养与敬业精神。例如，以笔者参观过

的香港中央图书馆为例，当笔者在图书馆门口等待对方接待人员时，门口保卫人员主动

过来询问，一边立即通过对讲系统向负责接待人员反馈信息，并一边引领客人在专门接

待会议室等候，这种良好印象在未接触到专门接待人员之前就已产生。又如，广州图书

馆为确保全体员工对馆内重大活动和重要业务的了解，不仅通过内部公文系统向每个部

门主任进行通报，还通过内部局域网让每位员工都了解并参与讨论。广州图书馆内重要

课题或项目的实施，打破原有以部门划分的单一参与方式，而改为跨部门的全员自由参

与模式，这样既不妨碍原有的部门分工，又充分调动一、二线员工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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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是生生不息的，构成图书馆的三要素———人、资源和空间也是发展变化

的。”［１０］同样，在图书馆向下宣传即面向公众宣传方面，并不是简单的一对一或一对多的

宣传，也要善于灵活运用人、资源和空间三要素。从人的角度来讲，宣传的主体既可能是

图书馆员，也可以是读者、志愿者、名人、合作机构等，也就是说，图书馆宣传时可以动用

一切可以为自我所用的人力资源为自身服务。例如，除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大连图

书馆等图书馆外，当前很多图书馆都很少设名誉馆长一职，事实上名誉馆长并不是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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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的虚职，而是实实在在要为图书馆生存发展赢得广泛社会支持和赞助的重要职位。广

州图书馆目前虽还未设立名誉馆长一职，但一直注重吸收社会名人参与图书馆发展中

来，如发展石景宜石汉基父子、林墉苏华家族、著名古文献版本学家王贵忱等广州及港澳

名人的专藏服务，保存和展示地方文化。此外，还聘请王贵忱、卢延光、饶原生等一批本

地文化界名人担任阅读大使，邀请他们举办讲座、读书活动，促进社会阅读。因此，无论

是做活动推广还是宣传不仅要靠图书馆员自身的力量，必须要发挥多方参与者的力量，

尊重参与者的意见和需求，这样才能博采众长，为我所用。

从资源或者物的要素来看，每个馆都各有所长，有的发展手机图书馆，有的发展手机

短信或犈犿犪犻犾服务，有的通过新闻媒体、官方网站、宣传资料、宣传栏、博客、微博等多样

化手段开展宣传。总之，信息技术的进步和数字时代的到来，使得图书馆宣传手段和信

息传播渠道有了非常大的改观。公共图书馆必须适应时代发展潮流，借用免费宣传渠道

推销自我，让更多公众了解和认识图书馆显得十分重要。目前，国内不少公共图书馆都

先后开通了微博，运用新的技术手段宣传自己，积极把微博打造成一个新的服务窗口，如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虽位处西北部，地理位置偏僻，但于２０１１年４月就开通了官方

微博———腾讯微博和新浪微博，运作非常成功，截至２０１２年８月底目前两大微博拥有粉

丝数接近１０万之众，在业界产生了较大影响。［１１］除此之外，杭州图书馆、陕西省图书馆、

北京东城区图书馆等地的官方微博运作相对较成功。特别是杭州图书馆２０１１年初一条

“不拒乞丐”的旧闻经过褚树青馆长微博评论后，引发广大网友的关注和讨论。公共图书

馆本是面向所有公众开放，并非杭图一家独有。但是经过微博的转发和讨论使一条旧闻

变新闻，一个馆长变明星，这表明公共图书馆服务的宣传还任重道远，也表明公共图书馆

必须善于运用微博、社交网站等一些新手段与广大市民、网友互动，“让阅读成为时尚”的

前提是让图书馆自身时尚起来。

从空间的要素来看，图书馆宣传要有总揽全局视野，空间应不局限于馆内及周边，也

不仅仅局限于物理空间，还要向网络无线空间拓展。公共图书馆应该将自身的宣传及服

务深入到全市，走入大型广场、社区、学校、公园等地区。现代图书馆越来越注重宣传与

服务的点线面的三者结合，“点”即在图书馆现有阵地，发挥城市“第三空间”的作用，成为

人与人之间交流的知识共享空间；“线”即发挥流动图书馆的宣传作用，或定期派出专门

的宣传与服务人员，深入到社区开展宣传与服务，或利用互联网、手机等开展远程宣传与

服务；“面”即发挥区、街镇和社区图书馆作用，大家一起联动宣传或开展服务，形成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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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综合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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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宣传策略上看，应该从三个方面进行突破：突出公众体验与参与、借用合作者的力

量、让图书馆员成为一名优秀的通讯员。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派恩与詹姆斯·吉尔摩

合著的《体验经济》认为，体验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服务经济阶段之后的第四

个人类的经济生活发展阶段，或称为服务经济的延伸。［１２］“体验经济”启发我们活动宣传

要突出公众体验、公众参与及互动、公众交流与对话，图书馆服务要朝着个性化与人性化

方向发展。根据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原所长、上海科学学研究会理事长李健民教授的观

点，世界科普发展一般经历公众接受科学、公众理解科学、公众参与科学三个阶段，第三

阶段以公众参与科学为主要目标，强调公众对科技的体验，强调科学与人文的融合性，强

调公众对科技决策的参与性。［１３］同理，公众对图书馆服务并不能停留在简单的被动接受

阶段，而是从策划到宣传要突出公众体验与参与，让公众实实在在感受到图书馆服务的先

进、高效和便捷。以２０１１年南国书香节现场举办的广东省首届图书馆暨书房博览会为例，

广州图书馆承担了其中“流动图书馆体验”、“少儿图书绘本现场制作体验”、“盲人阅读体

验”以及 “广东２４小时自助图书馆体验”等四个展示互动体验专区，新颖多彩的体验项目在

博览会期间共吸引参观市民１６万余人次，使广大市民体验到高科技、特色服务带来的阅读

便利，同时也增强了大家的阅读乐趣。［１４］吴建中馆长认为，“过去被认为是非核心业务的讲

座、展览、读书会、朗诵团等正在成为图书馆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些社会参与度较高的服务

项目不仅丰富了图书馆活动的内容，而且吸引了更多社会人士的关注和参与”。［１５］

公共图书馆还应善于借助合作者的力量，比如与媒体结成战略合作伙伴，与其他文

化机构如书店、博物馆、文化馆、群众艺术馆等合作，与犖犌犗（非政府组织）、慈善团体等合

作，形成文化共同体。争取广泛的社会合作，借助合作者的力量，一起联动宣传开展活

动，将使公共图书馆更好地融入公众生活当中。当前，不少公共图书馆开展讲座、读书活

动都引入媒体赞助或支持便是生动的实践。广州图书馆通过长期的实践，不仅与新闻媒

体形成了良好的合作关系，还与广东电台新闻台结成了战略合作关系，双方共同策划，合

作宣传，取得了比较好的成效。

最后，图书馆员还应成为一名优秀的通讯员。图书馆宣传要善于发现业务或活动的

新闻点，将其中的新闻价值挖掘出来，让媒体发现图书馆的合作潜力。这就要求活动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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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部门的图书馆员要把自己变成一名优秀的通讯员或记者，提供高质量的新闻通稿，与

新闻记者保持良好的沟通，实现图书馆业务或活动的最大宣传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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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自治区图书馆举办“共话微发展———微博大讲堂”活动》［犃／犗犔］。２０１２年８月２８日。

犺狋狋狆：／／狑狑狑．狓犼犾犻犫．狅狉犵／１犫５２４１０犲犳０２２４７９犪犫５犪犲１５４７犪犪３７６４９犲＿１．犺狋犿犾．

［１２］［美］约瑟夫·派恩、詹姆斯·吉尔摩著，毕崇毅译：《体验经济（更新版）》［犕］。北京：机械工

业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

［１３］李建民：《加强科普能力建设的实践和思考》［犚］。广州：广州市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委、市

科信局、市科协、市社科联，２０１２年６月。

［１４］《广州图书馆互动体验项目在广东省图书馆暨书房博览会中受到市民热捧》［犃／犗犔］。２０１２

年８月２８日。犺狋狋狆：／／狑狑狑．犵狕犾犻犫．犵狅狏．犮狀／犪犫狅狌狋狌狊／狀犲狑狊／狀犲狑狊犇犲狋犪犻犾．犱狅？犻犱＝３６３２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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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双喜，男，１９８１年生，广州图书馆馆员，资深活动策划，长期从事讲座、展览、读书活动的策划与宣

传推广工作。

通讯地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中山四路４２号（５１００５５）

电子邮箱：犾狊狓１６９８＠狊犻狀犪．犮狅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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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员、图书馆管理　犔犻犫狉犪狉犻犪狀，犔犻犫狉犪狉狔犕犪狀犪犵犲犿犲狀狋

关于图书馆员去职业化倾向及对策

的探讨

□ *+,*+,*+,*+,

<' :)""1'% ="1'5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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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3&#'.+3 6#" -&*"."&13
□ /' &)0"*'

!"#图书馆去职业化倾向已是
不争的事实。图书馆员去职业化

倾向有四方面的主要表现和其他

次要表现，通过分析这些不同表

现，笔者提出了五个方面的对应

之策。这些对策需要从国家宏观

政策、个人微观努力和各图书馆

共同来完成。

$%&#图书馆；去职业化；表
现；对策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犜犺犲狋狉犲狀犱狅犳犪狆狆狅犻狀狋犻狀犵

狆狉狅犳犲狊狊犻狅狀犪犾狊 狑犻狋犺 狀狅狋狉犪犱犻狋犻狅狀犪犾

狇狌犪犾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狊犪狊犪犾犻犫狉犪狉犻犪狀犻狊犫犲

犮狅犿犻狀犵狆狉犲狏犪犾犲狀狋．犜犺犻狊狆犪狆犲狉狉犲

狏犻犲狑狊狋犺犲狋犲狀犱犲狀犮狔犪狀犱犻犱犲狀狋犻犳犻犲狊

犳狅狌狉 犿犪犻狀犼狌狊狋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狊狋狅犵犲狋犺犲狉

狑犻狋犺犪犳犲狑狅狋犺犲狉狊犲犮狅狀犱犪狉狔犲狓狆犾犪

狀犪狋犻狅狀狊．犜犺犲犪狌狋犺狅狉狆狉狅狆狅狊犲狊犳犻狏犲

!! no

如果以１８７６年美国图书馆协会（犃犔犃）成立作为图书

馆员专门职业诞生为标志，至今已有１３０多年了。在该协

会的成立大会上，著名图书馆学家杜威宣布“图书馆工作

成为专业化职业的时代到来了，今天的图书馆员可以实实

在在地把自己的工作称作职业”。作为专业化的职业，长

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一直要求图书馆员必须经过图书馆

学专业知识、专业技能和职业道德的培训才能上岗，并在

后来发展为必须通过特定的资格认证才能成为图书馆员

职业的一员［１］。图书馆员职业的历史说长不算长，说短也

不算短。在我国，图书馆员作为一种社会岗位的存在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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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狆狉犪犮狋犻犮犪犾狉犲狊狆狅狀狊犲狊犳狉狅犿狋犺犲狆犲狉

狊狆犲犮狋犻狏犲狊狅犳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狋狉犲狀犱狊犪狀犱

狆狅犾犻犮犻犲狊狉犲犵犪狉犱犻狀犵狋狉犪犻狀犻狀犵犪狀犱犺犻狉

犻狀犵犾犻犫狉犪狉狔狆狉狅犳犲狊狊犻狅狀犪犾狊，狋犺犲犮犪

狉犲犲狉 犱犲狏犲犾狅狆犿犲狀狋 狅犳犻狀犱犻狏犻犱狌犪犾狊

狑犺狅犺犪狏犲狆狉犲狆犪狉犲犱狋犺犲犿狊犲犾狏犲狊犳狅狉

犪犮犪狉犲犲狉犻狀狋犺犲犾犻犫狉犪狉狔犻狀犱狌狊狋狉狔，

犪狀犱狋犺犲犼狅犫狅狆犲狀犻狀犵狊狏犪狉犻狅狌狊犾犻犫狉犪狉

犻犲狊狊犲犲犽狋狅犳犻犾犾狑犻狋犺犪犾狋犲狉狀犪狋犻狏犲犮犪狀

犱犻犱犪狋犲狊．

犓犲狔 狑狅狉犱狊：犾犻犫狉犪狉犻犪狀，狀狅狀狋狉犪犱犻

狋犻狅狀犪犾犾狔狋狉犪犻狀犲犱狆狉狅犳犲狊狊犻狅狀犪犾狊，狉犲狆

狉犲狊犲狀狋犪狋犻狅狀，犮狅狌狀狋犲狉犿犲犪狊狌狉犲狊　

有１００多年的历史，但作为一种被认可的职业身份至今仍

有争论，或者说职业边界一直是不清晰的。尽管如此，直

至上世纪末，图书馆员的专业性依然是在很大程度上得到

社会承认的，并在图书馆学的专业教育中使这种专业性得

以强化。

然而，随着近些年来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图书馆的

传统地位发生了根本动摇，图书馆本身在谋求生存和发展

过程中所采取的一些措施不但没有强化图书馆员的职业

性，反而大大弱化和模糊了其职业特征和职业价值。这一

问题在图书馆员职业身份本来就不够明晰的我国显得更

加突出。图书馆员面临着严重的去职业化倾向。

本文着重分析图书馆员去职业化倾向的表现，并就这

一种倾向分别提出对策见解。

"! pqrh0st

职业化一词最初来源于拉丁文的“狆狉狅犳犲狊狊犻狅”，原意是

对社会公开的承诺。所谓“职业化”，拉森（犕犃犌犃犔犐

犔犃犚犛犗犖）将其定义为“特殊服务的提供者，为他们所拥有

的专门技术建立市场并加以控制的过程”。职业人士正是

通过他们对市场从能力到思想的垄断，以达到保护与提升

经济利益与社会地位的效果。因此，职业化最本质的定义

是在某个领域以特殊的技能服务于社会和公众利益的一

个承诺［２］。

“去职业化”，通俗地理解就是职业特征的消失和职业

边界的模糊。它确切的涵义是指工作从职业导向转为过

程导向，工作内容不再取决于职业，而取决于任务，从而打

破了传统职业的界限划分，为完成任务可以跨越职业的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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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槛。其结果是固定专业员工比例减少，工作任务以外包性方式解决，专业生涯的吸引力

下降，并出现工作职能被取代的现象［３］。

在当今的图书馆，非图书情报专业出身的人员不断占据或顶替大量原有的专业图书

馆员岗位，采访编目等图书馆的核心业务外包等现象的出现大大弱化了图书馆工作的专

业性和独特性１。显然，图书馆员正越来越具备去职业化的特征。

#! '()upqrhv_0w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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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图书情报专业人员比例上升的原因较为复杂，主要有两大方面，一方面是图书馆

为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而主动为之，另一方面是我国的人事制度所造成的问题。

为了适应越来越多元化的服务，需要丰富工作人员学科背景，很多图书馆有意引进

或招聘各类其他专业背景的员工，而限制图书情报专业的比例，以实现增强图书馆软实

力的目的。也有的图书馆本身就不重视本专业的价值，在招聘或引进员工时对专业并无

要求，而以能否胜任岗位工作为标准。这一现象其实是图书馆自身的有意为之，虽在某

些方面有弱化图书馆传统工作质量的情况，但总体来说，对提高图书馆的服务能力不但

没有损害，反而有所加强。不过，其结果是客观上大大弱化了图书馆学的专业价值。

同时，在我国，由于社会、历史的原因，图书馆员的专业性一直得不到足够的认可，被

认为是技术含量不高的工作，而现行的人事制度又使公共图书馆并不拥有完全自主的用

人权，因此，图书馆往往成为“安置”各类人员的场所，如各类领导或引进人才的家属、改

制的“富余人员”、其他专业的“退役人员”、退伍转业军人等等。此外，图书馆自身迫于经

费压力，为降低成本，通过合同工制度和人事代理制度聘用大量非专业员工来充实岗位，

也客观上导致了图书馆员总体专业素质的下降。

$"#'µ¶Y7w·¸
图书馆业务外包的目的是为了降低成本，减轻图书馆员的劳动强度，最初始于美国

的一些大学图书馆，以后这种机制得到普及推广。一般来说，图书分编及加工业务、信息

技术的开发、维护工作和某些信息服务工作外包给相应的专业机构来承担；流通图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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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架整理工作和一些日常事务性工作则由临时工、志愿者或勤工俭学者来承担。这一机

制无疑是有效的，但客观上，核心业务如图书分编、信息服务等工作的外包，也无疑降低

了图书馆员的职业价值。

外包机制的采用虽然提高了图书馆的运行效率，但同时也丧失了图书馆之间的个性

化特征和文化特征，更重要的是，它丢失了图书馆员的核心职业价值，使图书馆沦为若干

个专业公司和一批低端劳动者的拼凑体［４］。

$"$'ABKL¹¶ºKL¹oV w»¼
在传统的信息管理模式中，图书馆扮演了公共信息中心和信息提供者与信息使用者

之间的中介角色。随着全球信息化步伐的加快，信息服务业也变得越来越发达，图书馆

原有的中心地位和中介角色已完全丧失。犗犆犔犆的一项调查表明，８４％的用户使用搜索

引擎开始信息搜索，只有１％的人从图书馆网页开始信息的搜索。２００３年哥伦比亚大学

的一项调查发现，电子资源已经成为信息搜集的主要工具。９０％的受访教师每周都要使

用几次电子资源；９９％的学生在完成作业时使用电子资源。犢犃犎犗犗在２００５年的一项对

大学生的调查中表明，８１％的大学生认为搜索引擎是最佳信息源［５］。

犌狅狅犵犾犲等大型信息服务企业不但通过网络信息服务取代图书馆的部分服务，而且正

在越来越深入地介入图书馆信息服务的传统领地，如犌狅狅犵犾犲的学术搜索、图书搜索服务，

百度的“百科”、“知道”服务。这些服务商不仅具有可信度较高的信息源，还具有高效的

信息管理模式和良好的服务。虽然这些信息服务商是商业性的，但他们的商业获利模式

是多元化的，很多方式并不会明显增加用户的经济负担，无疑，他们会大量分流用户资源。

因此，公众获取知识的途径正在多元化，图书馆不再是社会的公共信息中心，甚至不

再是主要的公共信息来源［６］。与此相对应的是，图书馆员的职业价值也被多元的信息提

供者所取代。

$"%'½<D¾¿ºÀÁ½Â67wÃÄ
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图书馆服务设施的更新，自动化设备的大量采用和用户自助服务

已经成为趋势。一方面，这大大降低了图书馆的人力成本，解放了图书馆员的大量劳动；

另一方面，也使用户获得了更加便捷和高效的服务。因此，这一现象是图书馆走向进步

的标志之一，今后必然会继续朝这一方向发展。然而，这一进步也意味着图书馆员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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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工作被先进技术所取代，图书馆员的职业空间被进一步挤占。

除了上述的表现外，业内人士也将法律法规和职业资格认证制度不健全、图书情报

专业毕业生从事非专业工作比例增加、图书馆员自身的职业歧视、图书情报学院名称更

改现象、某些公立图书馆被委托经营与管理等视为图书馆员去职业化的表现。笔者认

为，这些方面至少也是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图书馆员去职业化的倾向。

$! yz'()upqrhv_0{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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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图书馆职能的不断拓展，未来的图书馆正在被重新定位，图书馆，特别是公共图

书馆，正在向综合文化中心、个性表现中心、社会生活中心、终身教育中心和信息整合中

心的多元综合体的方向发展。越来越多元化的服务需求对图书馆员的角色适应性和能

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未来的图书馆员，无论他的岗位是什么，都不再是一个单纯的角

色，而需要在不同的情境下扮演不同的角色，因此也就需要有更多元化的能力去适应其

角色的拓展。

就基本的能力而言，图书馆员至少必须具备以下几种能力：①适应信息化网络环境

的能力；②图书馆学和信息学的专业能力；③信息整合能力；④与用户及公众沟通的能

力；⑤危机处理能力。在此基础上，还需要有至少一种特别擅长的能力，以适应具体岗位

的专业需要。如参考咨询员，需要有特别强的综合性信息检索、信息归纳、信息甄别和馆

际资源调动能力及某一领域的专业背景。

因此，要特别重视图书馆员的能力培养，研究不同层级、不同类型图书馆对图书馆员

能力的要求，通过多种有效措施来保证图书馆员在新形势下的能力提升。同时，还应将

馆员能力建设与人力资源管理有机结合，明确不同岗位的能力要求，制定切实可行的人

员招聘、职务升迁、教育培训标准等［７］。

%"#'WÊDËÌ123²wÍYÎÏ
从国外的发展经验来看，法制化管理是职业资格认证制度的重要特征，通过制定法

律法规来构建职业资格认证制度的基本框架和具体实施内容已经成为图书馆职业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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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制度建立和完善的基本经验［８］。至今，图书馆职业资格认证制度已在１００多个国家

和地区成功实施，为图书馆员的职业地位提供了保障［９］。

在我国，至今没有明确定义的图书馆员概念，往往笼统地把在图书馆工作的所有人

员都称为图书馆员，这极大地模糊了图书馆员的职业要求，将从事高端专业工作的人员

与普通图书整理人员和后勤人员混为一谈。因此，需通过完善职业资格认证制度，将从

事图书情报工作的图书馆员、从事其他学科服务的学科馆员和从事普通整理工作人员及

后勤人员区分开来，实现图书馆员职业边界的清晰化和规范化。

我国图书馆数量大、分布广、从业人员水平参差不齐，通过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图书

馆员职业资格认证制度，不但可以提高图书馆员的职业意识，规范职业形象和职业行为，

还可以提高我国图书馆界的现代化管理水平，推动图书馆业的人力资源建设，促进图书

馆学教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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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业务外包虽会影响到图书馆的专业性，但已被证明对降低运营成本有着很好

的作用，因此，这种方式已成为图书馆成本管理不可逆转的趋势［１０］。重要的是，图书馆

应合理运用这一方式，达到既能控制成本，提高工作效率，又能充分发挥图书馆员的专业

作用，确保业务外包工作总体质量控制的目标。

图书馆资源建设、资源组织、用户服务都是图书馆员的核心竞争力，也是图书馆职业

化的基石。这些核心业务的职位必须具备专业资格。在业务外包之前，应制定外包决策

的具体标准和政策，确保能够对外包业务进行有效的监控；在业务外包过程中，要定期检

查，派专人负责监控；一旦发现问题应及时补救和总结，并防止同类事件再度发生；还应

与外包商保持经常沟通联络，使外包业务更符合自己的目标要求［１１］。所有这些工作，都

需要具有较高职业素养和专业水准的图书馆员去执行。只有通过有效的专业管理，才能

不仅达到业务外包的最初目的，又能充分利用图书馆员的核心竞争力，确保外包质量，不

损害图书馆的公众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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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正面临着深刻的变革，各种新思想、新知识、新技术不断出现，目前图书馆员

中非专业图书馆员多，学历、专业、背景复杂的现状使图书馆对继续教育的迫切性比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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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时候都更为强烈。非专业图书馆员或许能胜任一般的事务性工作，但对图书馆员的

职业道德、职业精神和专业知识、技能的理解与掌握上，都与专业的图书馆员存在着差

距。因此，应完善图书馆员的继续教育制度，为各类型、各层次的图书馆工作人员分阶段

量身订制继续教育培训计划．并对教育培训的目的、内容、时间及师资、经费、组织管理等

做出明确规定。在继续教育培训模式上，除开展培训进修、参加研讨会、参观访问等传统

方式外，还应积极拓展网上教育园地，构建网络数字学习平台［１２］。

图书馆员的继续教育不仅仅是社会进步与发展对图书馆员的外在要求，也是馆员自

身谋求职业发展的内在需要，更是满足读者的需求、提升服务层次和服务水平的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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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至９０年代初期，传统图书馆学教育在美国出现危机，相当一批高

校的图书馆院系关闭，其中包括芝加哥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我国图书馆学教学机构也

纷纷去掉“图书馆系”而改称“信息管理系”。近１０多年来，图书馆学教育危机重重，本科

生减招与停招现象屡见不鲜［１３］。

长期以来，我国图书馆学专业教育落后于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导致图书馆学教育内

容和图书馆实际脱节。因此，应改革目前的图书馆学专业教育，使图书馆学专业的毕业

生适应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在不断变化的信息环境下，图书馆学教育必须以图书馆的需

求、技术、管理与政策作为重要的教学要素，以复合型知识结构、面向不断变化的研究环

境、面向个性化的图书馆实践为出发点，着力提高毕业生的职业竞争力［１４］。首先，应使

受教育者逐步了解图书馆职业，产生职业认同感，包括图书馆的职业精神、职业道德等图

书馆职业哲学；其次，图书馆学教育应向受教育者传授核心的专业理论、方法和技术、技

能，使受教育者真正感受到“学有所长”；再次，图书馆学教育要密切关注图书馆的实际，

引导受教育者关注图书馆事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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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图书馆员去职业化倾向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形成这一倾向的原因，有些是

信息化时代大背景下的必然结果，有些是社会变革中图书馆未能及时跟上时代步伐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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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有些是图书馆求变过程中产生的偏差。不管什么原因，重要的是分析这些原因背后

的偶然与必然，找到切实可行的应对之策并努力实践之。

本文所提出的对策见解中，有些需要国家相关管理部门从宏观的角度加以解决，有

些需要图书馆员从个体微观的角度来解决，更多的则需要作为机构整体的各个图书馆结

合自身实际和社会大环境，从多方面来提升图书馆员的职业素养和能力，为社会提供满

意的服务。从本质上说，只要图书馆的服务得到了社会的一致认可和赞许，也就意味着

图书馆员的工作得到了社会的认同，再辅之以相关制度的完善，图书馆员去职业化的倾

向必然会得到扭转，并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职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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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２］陈信：我国图书馆员“去职业化”现象及防治措施。高校图书情报论坛，２０１１（２）：４０—４２。

［２］［１１］［１４］陈传夫、王云娣、盛钊、丁宁：图书馆员去职业化问题、原因及对策研究。中国图书馆

学报，２０１１（１）：４—１８。

［３］陈莹、李树林：论德国劳动力市场“去职业化”趋势及对其职业教育的影响。河北师范大学学

报，２００７（６）：１３０—１３３。

［４］颜惠：图书馆业务外包的理性思考。图书馆建设，２００４（５）：２５—２８。

［５］［１０］［１５］陈传夫、吴钢：图书馆业态的变化与发展趋势。中国图书馆学报，２００７（３）：５—１４。

［６］［７］初景利、吴冬曼：图书馆发展趋势调研报告（四）：图书馆管理、人员发展及结论。国家图

书馆学刊，２０１０（４）：３—８。

［８］胡京波：我国图书馆实施职业资格认证将遇到的主要问题。图书馆理论与实践，２００６（５）：

１１—１３。

［９］吴慰慈：图书馆职业资格认证制度。图书馆建设，２００４（２）：７—８。

［１３］叶继元：坚守与拓展：中美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科学定位的思考。中国图书馆学报，２００７（２）：

１８—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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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一舟，男，杭州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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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图书馆的培训需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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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现有员工进行培训是图
书馆培养适合本馆发展目标所需

人才的重要手段，也是图书馆人

才队伍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在

制定培训计划前做好培训需求分

析工作，能增强培训的针对性，提

升培训的效果。本文阐述了图书

馆进行培训需求分析的必要性，

并结合图书馆的特点探讨应如何

开展培训需求分析工作。

$%&#培训需求分析，人员培
训，图书馆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犜狉犪犻狀犻狀犵狅犳犲狓犻狊狋犻狀犵狊狋犪犳犳

犻狊犪狀犻犿狆狅狉狋犪狀狋犿犲犪狀狊狅犳犱犲狏犲犾狅

狆犻狀犵犪犾犻犫狉犪狉狔狊犺狌犿犪狀狉犲狊狅狌狉犮犲狊．犐狋

犻狊犪犾狊狅狅狀犲狅犳狋犺犲犻犿狆狅狉狋犪狀狋犳犪犮狋狅狉狊

犻狀犻犱犲狀狋犻犳狔犪狀犱犵狉狅狑狔狅狌狀犵狋犪犾犲狀狋狊

狑犻狋犺犻狀 狋犺犲 狅狉犵犪狀犻狕犪狋犻狅狀． 犌狅狅犱

狋狉犪犻狀犻狀犵狀犲犲犱狊犪狀犪犾狔狊犻狊犮犪狀犲狀犺犪狀犮犲

狋犺犲狉犲犾犲狏犪狀犮犲狅犳狋犺犲狋狉犪犻狀犻狀犵犪狀犱

犲狀犺犪狀犮犲狋犺犲犲犳犳犲犮狋狅犳狋犺犲狋狉犪犻狀犻狀犵．

犜犺犻狊狆犪狆犲狉犱犲狊犮狉犻犫犲狊狋犺犲狉犲犪狊狅狀狊

犳狅狉犪狀犱狊狋犲狆狊狌狊犲犱犳狅狉犮狅狀犱狌犮狋

狋狉犪犻狀犻狀犵狀犲犲犱狊犪狀犪犾狔狊犻狊狉犲犾犲狏犪狀狋狋狅

狅狌狉犾犻犫狉犪狉狔．

　　进入新世纪，我国的图书馆事业在文化大发展、大繁

荣的良好态势下有了很大的发展。随着免费开放、大力发

展多元化服务等政策的推行，图书馆已经从原来的借书还

书向多元化服务方向发展，逐步向公共文化休闲空间转

变。要适应图书馆事业的跨越式发展，“人”是重要的战略

性资源，除了大力引进才人以外，对现有人员的培训和潜

力开发是图书馆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

人员培训是图书馆一直坚持的工作之一，各馆通过开

展各种形式的业务技能比武、业务知识培训以及继续教育

等提高工作人员的业务技能和水平，从而提升图书馆的服

务质量。但实际工作中，常常会出现以下情况：人员培训

工作年年做，而每年的培训内容大同小异；培训时参训人

员态度积极，一回到工作现场还是老样子，培训的最终成

效一般；培训组织人员计划周详，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

力组织培训，而参训人员却兴趣寥寥，有的甚至还存在抵

触情绪……这些问题的发生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笔者认为其主要原因就是许多培训不是按“需”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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犓犲狔狑狅狉犱狊：犜狉犪犻狀犻狀犵犖犲犲犱犃狀犪犾狔

狊犻狊；狊狋犪犳犳狋狉犪犻狀犻狀犵；犾犻犫狉犪狉狔　

的，无论是授课人、培训内容，还是参训对象，基本都是培

训组织者根据自己的判断确定的。在未进行必要的调查

分析的情况下，培训组织者对参训对象目前的知识、技能

水平与培训预期目的之间存在多少差距，参训对象是否有

必要参加培训，培训内容是否恰当，授课人的知识、技能水

平是否与培训内容相适应等问题都不能给出准确答案，试

问又怎能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培训计划呢？

!! ~tk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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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要开展培训需求分析，首先要了解它是什么。

培训需求分析（犜狉犪犻狀犻狀犵犖犲犲犱犃狀犪犾狔狊犻狊）即在规划与设计

每项培训活动之前，由培训部门、人事部门工作人员等采

用各种方法与技术，对组织及其成员的目标、知识、技能等

方面进行系统的鉴别与分析，以确定是否需要培训及培训

内容的一种活动或过程。［１］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犕犮．犌犲犺犲犲和犜犺犪狔犲狉等人首次提出

了一种通过系统评价确定培训目标、培训内容及其相关关

系的方法，也就是培训需求分析方法。到２０世纪８０年

代，犌狅犾犱狊狋犪犻狀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提出了培训需求分析的

三要素法，即组织分析、任务分析和人员分析。

组织分析主要包括公司的战略导向、管理者和同事对

培训活动的支持、培训资源的可获得性。［２］

任务分析的结果是对工作中的行动和操作以及完成

工作所需要条件的陈述。他不是对工作者而是对工作的

描述，是对完成工作所需要的知识（犓狀狅狑犾犲犱犵犲）、技能

（犛犽犻犾犾）和能力（犃犫犻犾犻狋狔）的描述。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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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分析关注的重点不是确定需要什么犓犛犃犛，而是评价实际的员工能够怎样好地

完成工作所要求的犓犛犃犛。［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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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犌狅犾犱狊狋犪犻狀培训需求分析的三要素法，结合图书馆的具体情况，笔者拟定了图书

馆培训需求分析三要素的具体内容。见表１

表１　图书馆培训需求分析的具体内容

→ 培训需求分析

组织分析

■ 图书馆的发展目标

■ 培训资源的可或得性

■ 管理者及工作人员的支






持度

任务分析

■ 岗位职责说明

■ 岗位说明书分析（包含完成目标、

考核依据、从事该岗位工作应具

备的知识、技能和能力



↓


←

）

人员分析

■ 工作人员实际的知识、技能

和能力

■ 工作人员的工作实绩（可依

据绩效考核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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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考虑需求，直接提供培训，结果培训者和参训者都不满意，不能达到预期效果，反

而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因此，进行培训需求分析十分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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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图书馆事业的不断发展，图书馆的人员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工作人员的学

历水平和专业背景较过去都有了很大的改善。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进入图书馆，他们在

个人发展及职业规划方面的意识更强，在获得工作机会的同时，希望图书馆能给其提供

更多学习、深造的机会。面对这样的人才队伍现状，图书馆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应清醒地

认识到必须打破过去同一性、同质性的培训模式，有针对性地开展不同形式、不同层次、

不同内容的培训，才能满足工作人员的真实需要。通过培训需求分析能有效地将这些

需求进行分类，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可以结合图书馆的事业发展目标，对条件已具备的培

训需求可以马上组织培训；而那些合理的，但条件尚未具备的培训需求，可作为人力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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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管理部门制定本馆人员培训中长期规划的依据，有效避免人员培训的盲目性和随

意性。

#"#'ÙÚÛ~ÜÝp+vÙÚ)äwåæ
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往往重视培训效果的评估，而忽视了需求的评估，这也是导致盲

目培训的重要原因之一。培训计划是根据培训需求分析的结果制定的，但反过来，在培

训计划拟定后，我们仍然需要对培训计划的可行性进行分析评估，评估计划中的培训内

容、授课人、培训对象、培训时间等各要素是否真实地反映了图书馆和工作人员的培训需

求。此时，培训需求分析的内容就是培训评估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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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需求分析并不是项简单的工作，要考虑组织、任务、人员三个层面的因素。

$"!'"jç123wèbc{|
因学历、年龄、性别、知识结构等条件的不同，不同个体对培训的需求也是多种多样

的，但除了考虑个体因素外，图书馆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应对图书馆的发展情势和本馆的

发展目标进行充分地研究，将组织需求与个体需求结合起来考虑，确保培训需求分析既

能体现工作人员个体发展的需求，又不偏离组织的发展目标，使培训需求分析结果更具

参考价值。

$"#'éÀêXwëì�í
进行需求分析与需求调查密不可分。图书馆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可以结合图书馆的

实际情况和自身特点选择适合自己的需求调查方法。选择培训需求调查方式时，不仅要

考虑人力、财力等因素，更需要考虑其结果是否便于分析、利于分析。

$"$'îÜjçïëìmwÆ\[ð
从事何种岗位，担任何种职务，处于哪个部门，这些看似平常的因素都会影响工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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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培训需求的提出。比如馆里的中层干部可能希望自己多参加一些管理类的培训，而对

业务培训兴趣较少；比如新入职人员希望能尽快熟悉工作环境，尽快的进入角色，他们的

培训需求往往涉及项目多但层次较浅。因此，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在设计培训需求调查内

容时应有意识的针对被调查者的角色特点，使问题的指向明确、清晰，易于被调查者理

解。比如在了解新入职人员培训需求时尽量少出现专业名词（情报、信息检索、参考咨

询）或行业术语（编目、标引、主题词表），这样能减少被调查者因理解发生偏差而错误表

达或不表达培训需求的情况发生。

$"%'îÜjçÙÚ��mñÈ-òw��
在获得组织、任务、人员的培训需求的同时，图书馆人力资源管理部门也应充分考虑

目前培训部门能获得哪些培训资源（如培训场地、培训经费、培训时间、师资支持等）。如

果仅考虑培训需求分析的结果，而忽视培训资源的保障情况，这样制定出来的培训计划

也可能因为各种资源可获得性的限制而最终无法实施。

$! '()6����������0\�

培训需求分析方法（见表２）很多且各有利弊。笔者认为，图书馆的规模、人员结构、

培训资源、培训组织者的能力等可作为选择培训需求分析方法的依据。

笔者认为，对于小型图书馆而言，问卷法、关键咨询法比较适用。小型图书馆的特点

是图书馆规模不大，人员数量较少，开展的业务项目较单一。采用问卷法的原因在于：可

以发挥问卷法调查面广泛，调查容量大的优势，通过调查分析，获得较全面的培训需求。

采用关键咨询法的原因在于：小型图书馆中的关键人物主要为馆领导和中层干部，他们

对图书馆开展的业务十分熟悉，尤其是对目前工作中存在的不足有较深刻的认识，他们

提供的培训需求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对于大中型图书馆而言，笔者认为运用单一的分析方法很难取得较好的效果。可以

采用将主观因素占优的方法（如访谈法、关键咨询法、团队讨论法等）与数据统计占优的

方法（如测试法、问卷法、记录和报告法等）相结合的调查分析方法。先通过访谈等方法

缩小培训需求的范围或是项目数，然后通过数据调查分析，最终确定明确的培训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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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训需求分析方法列表［５］

方　法 调查方法的特点 优　　点 缺　　点

观察法

■ 可以像时间———运动研究一

样技术化，也可以在功能和

行为方面特点化。

■ 可以非结构化。

■ 可以标准化使用，区分有效

和无效的行为，组织结构及

过程。

■ 较少影响日常工作和生活。

■ 能够产生情景数据，同情景

高度相关，能够对确定培训

需要和兴趣的反应起作用。

■ 在观察者的推断和反应之间

能够进行比较。

　

■ 要求技能比较高的观察者，

需要对过程、内容有很深入

的了解。

■ 只能够收集工作情景内部的

数据，在使用时有限制。

■ 被观察者有可能认为观察者

的行为是“间谍”行为。

问卷法

■ 可以作成问卷或调查的形

式，随机地或有计划地选择

被调查者，或者可以把测试

样本自由放大。

■ 问题的结构形式多样；可以

是开放式、投射式、强制性选

择或优先性排列。

■ 可以在控制和非控制条件下

由自己管理，或可以要求解

说者和辅助者在场。

■ 在较短时间内接触大量的人。

■ 相当来说成本较低。

■ 给予表达的机会而不必要难

为情的去面谈。

■ 所得到的数据容易总结或

汇报。

　

　

　

　

■ 对没有预料到的反应不能给

予表达的机会。

■ 对有效工具的建立需要相当

的时间。

■ 很少能够得到问题的原因和

解决方法等信息。

■ 会面临回收率低、被问者不

给予回答等问题。

　

　

关键

咨询法

■ 能够从公司的关键人物那里

获得关于特定群体的培训需

求信息。

■ 这些人包括部门经理、相关服

务的提供者、职业协会的成

员以及服务群体中的个体。

■ 一旦确定后，可以通过访谈、

问卷和群体讨论获得数据及

印刷资料。

■ 操作简单且费用低。

■ 与参与者建立并加强联系。

　

　

　

　

　

　

　

■ 由于每个人的观点仅代表了

他们个人或组织对培训需求

的看法，所以在建立的过程

中容易有偏差。

■ 可能仅得到部分需要资料，

导致无法掌握关键信息。

　

　

　

印刷

媒介法

■ 可以包括职业期刊、立法消

息和规则、行业的杂志以及

内部出版物获得信息。

　

　

　

■ 正式信息、准确信息的来源。

■ 即使不能提供未来的观点，

起码可以提供关于现在的

看法。

■ 可以立即获得或容易被调查

群体所理解。

■ 在数据分析和合成的时候可

能有问题

　

　

　

　

访谈法

■ 既可以是正式的形式也可以

是非正式的形式，既可以是

结构化的也可以是非结构化。

■ 可以在目标群体中的一个样

本中使用，也可以在目标群

体全部中实行。

■ 可以在电话、工作场所以及

其他地方进行。

■ 适合于揭示情感、揭示被访

谈者所面对的问题的原因和

解决方法。

■ 为被访谈者提供最大的机会

来自发地表达他自己和他的

团体的利益。

　

　

■ 通常比较花费时间。

■ 很难分析和得到数量性结果。

■ 除非访谈者有技能，访谈结

果一般会受到怀疑。

■ 依赖访谈者卓越的技能，把

被访谈者的疑虑打消，才能

得到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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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方　法 调查方法的特点 优　　点 缺　　点

测试法

■ 适用于各种目的，可以测试

群体员工或部分人的能力。

■ 可以对学到的想法和事实进

行取样。

■ 可以在有或没有帮助者在场

的情况下实行。

■ 可以确定一个问题的原因是

不是因为知识、技能以及态

度的缺失等。

■ 结果很容易数量化和进行

比较。

　

■ 相对来说，只能得到很少数

量的测验，而这些只对特定

的情形有效。

■ 不能揭示是否测量到的知识

和技能能真正应用到工作环

境中。

记录和

报告法

■ 资料可以由组织好的图表、

计划好的文件、政策手册、审

计和预算报告等组成。

■ 员工记录。

■ 会议记录、每周或每月的程

序报告、备忘录、部门服务记

录、程序评价研究等。

　

■ 针对特殊问题提供有价值的

线索。

■ 在部门或群体内部提供关于

结果的客观性细节。

■ 由于已经在工作场合存在，

在收集的时候需要的努力最

小，并且对工作的影响最少。

　

■ 问题的原因和解决问题方法

经常不能显示出来。

■ 所得到的观点一般来说反映

了过去的情境，不能表现现

在的以及最近的变化。

■ 需要高技能的数据分析人员

才能使分散的原始数据显示

出规律和趋势。

工作

样本法

■ 同观察法类似，只是采取的

形式是书面的。

■ 在组织工作的过程中能够得

到产品，比如广告设计、程序

提议、市场分析、信件、培训

设计等。

■ 有咨询师提供的案例研究的

书面反应

■ 具有记录和报告的大部分

优点。

■ 是组织的数据。

　

　

　

　

　

■ 案例研究的方法将花费组织

实际的工作时间。

■ 需要专业的内部分析师。

■ 分析师对优势和弱点的评价

可能被人们认为太“主观”。

　

　

　

团队

讨论法

■ 类似于面对面的访谈技能。

■ 可以集中于工作分析，群体问

题分析，团队目标设定或任

何其他的团队任务及主题。

■ 使用一个或几个团队促进的

技术，如头脑风暴法。

■ 允许现场总结不同的观点。

■ 可以为最终决定的服务性反

应建立支持。

■ 可以帮助调查人员成为更好

的问题分析者和更好的倾

听者。

■ 对咨询师和部门来说都花费

时间。

■ 可以产生的数据很难合成或

量化处理。

　

　

比如要开展一次业务技能培训，需要通过培训需求分析明确哪些人需要参加培训、培训

的目标是什么、培训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如何在培训结束后评估培训效果等问题。人力

资源管理部门可以先通过访谈或关键咨询等方式从众多的业务培训需求中总结出关键

因子，然后再通过测试法、问卷法等数据分析的方法了解、分析与这些关键因子相关的培

训需求。这样操作的优势在于：第一，能有效降低因培训组织人员对业务活动熟悉度不

够而发生偏差的几率；第二，能减少工作量；第三，能加快培训需求分析的进度；第四，一

定程度上能提高培训需求分析的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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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需求分析的目的是为了人力资源管理部门能准确制定相应的培训计划。但在

实际操作中，我们应认识到：第一，培训需求分析只是一种工具，我们不能期望一种工具

解决所有的问题。第二，培训需求分析不只是设计一些问题，简单地将工作人员选择的

培训项目进行分类、汇总、统计。培训需求分析的重点在于找到现状与既定目标之间的

“差距”，然后判定这种“差距”是否是培训可以解决的，它是在分析图书馆组织、任务、人

员等现状的基础上得出结论的，它是一项复杂的工作，对从事该项工作的人员有较高的

要求。

图书馆的培训需求分析工作就目前而言几乎没有开展，很多的做法和经验有待今后

的不断总结和积累。

ijCk

　　［１］王学栋、张义忠、秦勇．现代培训需求分析的内涵及作用［犑］。中国培训，２００１（４）：２０—２１。

［２］王丽莹、潘淑贞主编：人力资源培训与开发［犕］。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１０—１１。

［３］戈尔茨坦·伏特戈：组织中的培训［犕］。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８４。

［４］戈尔茨坦·伏特戈：组织中的培训［犕］。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１０３。

［５］李文茵：培训需求分析四角度模型在广州移动的应用、反思与改进［犇］。广东：暨南大学，

２００４．１０：７—９。

lmno

　　胡芳，女，杭州图书馆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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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图书馆员工绩效考核评估方法

研究

□ /"0/"0/"0/"0

4 0%)5/ #6 !1"6#"$.',1
4;;".&3.+ @1%9#53 &' !)*+&,
-&*"."&13 &' :9&'.
□ ()#* 3)*$%

!"#公共图书馆员工的绩效考
核一直存在着工作分析难度大、

个人量化指标未到位及沟通环节

薄弱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笔

者列举了三种一般的考核模式，

并结合模糊评价的方法提出了基

于模糊评价和量化考核指标体系

的综合评分方法，并说明了这种

方法在实际运用过程中需要采用

的动态机制，为公共图书馆员工

的绩效考核提供了参考。

$%&#公共图书馆，员工绩效
考核，模糊评价，综合评分方法，

动态机制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犜犺犲狉犲犪狉犲狊狅犿犲狆狉狅犫犾犲犿狊

犪狊狊狅犮犻犪狋犲犱 狑犻狋犺 狆犲狉犳狅狉犿犪狀犮犲犪狆

狆狉犪犻狊犪犾狅犳犾犻犫狉犪狉犻犪狀狊犻狀狆狌犫犾犻犮犾犻

犫狉犪狉犻犲狊狊狌犮犺犪狊犱犻犳犳犻犮狌犾狋狔犻狀犱狅犻狀犵

犼狅犫犪狀犪犾狔狊犻狊，犻狀犪狆狆狉狅狆狉犻犪狋犲犻狀犱犻狏犻犱

狌犪犾狇狌犪狀狋犻犳犻犲犱犻狀犱犻犮犪狋狅狉狊，犪狀犱犻狀犪犱

犲狇狌犪狋犲犮狅犿犿狌狀犻犮犪狋犻狅狀狊犪狀犱狊狅狅狀．

犐狀狅狉犱犲狉狋狅狊狅犾狏犲狋犺犲狊犲狆狉狅犫犾犲犿狊，

!! ��'()u��B����0��［１］

!"!'ólÜÝ'ô ÜÝ(õÊö
工作分析就是对馆员所在岗位的工作内容、性质以及

完成这些工作所应具备的条件等进行研究和分析，从而了

解馆员在该岗位工作为达到目标所采取的工作方式等，初

步确定出绩效考评指标。当前情况下，对于具体业务项目

的量化指标要根据年度或阶段性的业务发展需要做进一

步详细规定。使馆员对阶段内的任务标准有清晰的了解，

为各项工作的运行、管理和考核提供科学依据。许多公共

图书馆未能制定明确的岗位说明书，对各个部门岗位的界

定不清晰。因为公共图书馆部门众多。每个部门的服务

范围以及服务对象皆有差异，科学地制定不同部门的考评

指标难度较大。公共图书馆是具有公益、服务性质的单

位，对外部门考评指标里很大一部分是根据读者流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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狋犺犲犪狌狋犺狅狉犲狓犪犿犻狀犲犱狋犺狉犲犲犵犲狀犲狉犪犾

犪狆狆狉犪犻狊犪犾狊犮犺犲犿犲狊，犪狀犱犱犲狏犲犾狅狆犲犱犪

犮狅犿狆狉犲犺犲狀狊犻狏犲 犪狆狆狉犪犻狊犪犾 狊犮犺犲犿犲

犫犪狊犲犱狅狀犳狌狕狕狔犪狆狆狉狅犪犮犺犪狀犱狇狌犪狀狋犻

狋犪狋犻狏犲犪狀犪犾狔狊犻狊．犜犺犲狆犪狆犲狉犲狓狆犾犪犻狀狊

狋犺犲犱狔狀犪犿犻犮狀犪狋狌狉犲犪狀犱犻犿狆犾犲犿犲狀

狋犪狋犻狅狀犲犾犲犿犲狀狋狊狅犳狋犺犲狊犮犺犲犿犲，犪狀犱

狊犺狅狑犮犪狊犲狊犪狀 犲犳犳犲犮狋犻狏犲 犪狆狆狉犪犻狊犪犾

狊犮犺犲犿犲犳狅狉狆狌犫犾犻犮犾犻犫狉犪狉犻犲狊．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狆狌犫犾犻犮犾犻犫狉犪狉狔，狊狋犪犳犳狊狆犲狉

犳狅狉犿犪狀犮犲犲狏犪犾狌犪狋犻狅狀，犻狀犪犮犮狌狉犪狋犲犲狏犪犾

狌犪狋犻狅狀，犮狅犿狆狉犲犺犲狀狊犻狏犲犵狉犪犱犻狀犵犿犲狋犺

狅犱，犱狔狀犪犿犻犮狊狔狊狋犲犿　

但各个部门流通量又有很大差别。如借阅部、报刊部是接

待读者量较大的部门，而历史文献部针对的多是一些研究

型读者，故读者量不多，如果没有合理的量化指标。就会

造成部门与部门之间绩效考评的不公平。

!"#'÷±wøDù|úû 
将图书馆整体业务细化，明确各部门业务范围和任务

目标，明确各岗位职责内容、工作标准和工作要求，使馆员

对阶段内的任务标准有清晰的了解，这是绩效管理的重要

环节。而大多数公共图书馆目前的岗位量化指标只下达

到部门下属的各个科室，还未具体到个人。造成部门科室

内部个人任务完成情况不均衡。

!"$'üýþÿ!"
作为激励手段的绩效管理也应遵循人性化的特征。

有效的沟通能保证图书馆和职工通过共同努力，及时处理

出现的问题。修订工作职责，上下级在平等的交往中增进

了解，联络感情。持续的沟通能够为图书馆和馆员追踪绩

效工作进展情况，认识到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不足，找到

影响绩效的障碍。英国管理学家犔．威尔德说，管理者的

最基本能力就是沟通。然而在现实中，作为绩效管理最后

的环节，沟通常常被忽略。或者只是进行表面的、简单的

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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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各类图书馆的绩效考核大致可分为三种模

式：一是基于德、能、勤、绩的考核。考核分为德、能、勤、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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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部分，每部分设置若干指标，每个指标划定优、良、中、差几个等级，主要根据个人述职

情况和日常考核记录来评定等级。这种模式主要是沿用干部制度的考核范式，缺乏对图

书馆员角色定位及其岗位特征的科学分析，其考核结果难以体现图书馆员工作的特殊

性。而且，这种考核范式是对整个人的考核，侧重于思想品德和政治素质，存在抽象化和

难于量化的弊病。二是基于业绩指标的考核。该模式认为业绩可具体体现为工作和任

务完成的数量、质量、时间、成本费用等，采用的指标是一系列既独立又相关，能较完整地

描述岗位职责及业绩不同侧面的重点因素。它具有紧扣馆员岗位要求的特点，但过多关

注主要工作的完成与结果，忽视工作投入过程，容易助长投机取巧行为，而且指标的选取

及其权重赋予的科学性不够。三是基于任职资格的考核。这种模式关注图书馆员的任

职资格标准，其指标也主要锁定在任职能力的基本要求上。这种考核开始从对结果的关

注转向对图书馆员工作任职能力的思考。但由于只关注知识、技能等显性要素，而对人

格等方面的深层次特征关注甚少，忽视了后者对图书馆员工作绩效的影响或价值。

综观上述有关图书馆绩效考核模式的研究，我们也发现它们都存在着共同的缺陷，突

出表现为：第一，考核目的“重奖惩、轻发展”的状况未得到改善。当前我国各类图书馆绩效

考核目的大多着眼于给馆员的工作评定优劣，实施奖惩，而较少从促进馆员更好地发展自

身的岗位胜任能力去定位考核目的，即考核的终结性特征突出，发展性特征微弱。第二，考

核方法的适切性仍未得到有效解决。国内研究者多是希望通过加强定量考核，或通过定量

考核与定性考核相结合的办法来优化图书馆员的绩效考核工作。这种思路固然点中了图

书馆绩败考核中值得关注的问题，但从已有研究看，针对图书馆员作为知识型员工的特点

寻找适合考核方法极为欠缺。第三，考核指标体系的科学性仍需商榷。考核指标选取的科

学性是图书馆绩效考核中的突出问题。有的学者仅从工作层面制定考核指标体系，有的学

者从业务评价和素质评价两方面进行，有的学者在此基础上加入了加减分项目等。但对于

为什么要制定这些评价指标，考核指标权重的赋予是否合理，仍然缺乏科学的依据和说服

力，很多指标只是凭主观臆断赋予权重，缺乏充分的理论支持与验证。

针对图书馆绩效考核存在的问题，有关学者进行了几方面的理论探讨：一是创新考

核方法，主要有模糊综合评判法、主成分分析法和因子分析法以及关键事件法，等等。二

是优化考核指标，有两个努力方向：以犓犘犐理论为基础的关键绩效指标法；以德、能、勤、

绩考核法为基础的指标细化法。三是完善考核制度。此外，实施３６０度考核制度也是当

前优化图书馆绩效考核的研究主张之一。但这些研究很少考虑到以馆员为本进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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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探讨，由此，如何在提高考核效度的同时，通过考核为馆员后续的职业生涯发展提供努

力的方向，促进馆员的成长；如何做到既准确评价馆员的绩效行为和外显业绩，又能体现

馆员的动机、个性特质等内在个体特征对绩效的影响和价值，等等，这些问题仍然是图书

馆绩效考核的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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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共图书馆实际发展的情况，如果仅凭某个单独的方法来进行员工的绩效考核

是很难的取得实际效果的，我们可以将模糊评价的方法和建立量化考核指标体系进行结

合采用综合评分的方法。

对于公共图书馆员工的绩效考核而言，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在于公共图书馆部门比较

多，员工岗位比较复杂，不同的部门以及不同的岗位上的职工，对他们进行绩效考核的标

准很难确定。尤其是对于每个人的工作能力、工作量等内容的考核，很难用某个标准来

衡量，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采用领导和专家结合对员工评分的方法来进行，因为只有对整

个图书馆的业务比较熟悉的人，才能够比较客观准确地对这些比较难以评价的问题进行

综合的考虑。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采用模糊评价的方法来进行，这样，可以更准确地

得到评委们对相关员工真正的评分。

除此之外，对于各个部门各个岗位中有共性的考核内容，可以进行统一的量化评价，

例如平时的考勤，发表论文的篇数，工作中是否出现重大失误等内容都可以针对所有部

门进行量化考核。

最后，将两部分的评分结果汇总后，赋予每部门分值一定的权重进行加权平均，得到

最后的评分。

依据实际工作情况，笔者拟给出公共图书馆员工绩效考核中模糊评价指标体系及量

化考核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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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素质指标

素质指标建立的目的是评价图书馆工作人员是否具备完成相应工作的基本素质，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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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选定了思想品德素质、身体素质、心理素质和政治素质这４个子因素指标来考核，其具

体考评了工作人员的思想修养、意志品格、身心状态、政治思想和政治态度等方面。

个人能力指标

能力指标主要评价的是每个员工完成工作所具备的基本能力、专业技能、思考能力、

学习能力、管理能力、交际能力和创新能力。其考评的是每个员工的个人基本学历、外

语、计算机和个人语言表达的能力；专业熟练程度、业务技巧和深化服务的能力；分析问

题、理解问题和提出解决方案的能力；业务知识水平、接受业务培训的意识和能力，以及

接受新知识的能力；对人员和设备的管理能力；与读者、同事的纵横向沟通能力，以及与

外界结盟协同的能力；提出创新性建议及实施创新方案的能力。

工作行为指标

考核的是员工对工作的态度、积极性和日常的工作行为。选取了工作责任感、工作

协调性、工作执行度和工作积极性这４个子因素指标。主要评价了员工遵守各项制度、对

工作的使命感、事业心和责任心，以及对工作的主动性、进取性、勤勉度和执行力度的

情况。

工作绩效指标

绩效指标的建立是对工作人员的工作业绩或工作结果，即员工在组织中的相对价值

或贡献程度进行地评价。子因素指标选择为工作负荷、工作质量、工作效率。是依据各

工作岗位的具体职责对员工完成工作任务的情况、读者的投诉情况、完成工作的及时性

及开闭馆的时间正常与否。

$"#'øD)%ù|5�
员工出勤率、员工拥有创新成果的数量、员工违反规章制度的次数、员工发表文章的

篇数（可按论文级别给予不同的折率）、员工参与重大工作项目的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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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前面所述的绩效考核方法，可以比较好的将量化指标和非量化指标进行融合来

综合评价员工的工作绩效，但是如果评价指标的权重一直保持某个值，则有可能对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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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日常工作偏好起到一定的引导作用，哪些指标的权重大，则平时工作中就重点突出这

些指标的内容，而对权重相对较低的指标，重视程度也较低，这样，到了某个时候就会形

式一种极端情况。因此，公共图书馆的馆领导需要根据公共图书馆的发展现状及目标应

对相应的权值作出动态调整，这样，可以不断的从多角度去引导员工的工作。与此同时，

还需要注意的一点是，指标权重变化的频率不能太高，否则会失去工作引导效能。建立

一个良好的动态机制，可以使基于模糊评价和考核综合评分办法在实际工作中取得更好

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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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分析了公共图书馆在员工绩效考核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介绍了一般图书馆对员

工进行绩效考核的模式，提出了较适合公共图书馆的基于模糊评价和量化考核指标体系

的综合评分方法并简述了一套指标评价体系。在运用的过程中还需要对综合评价方法

中的各项权值根据公共图书馆实际发展的需要进行动态调整，以期得到更持久的运用效

果。但对于具体的操作过程，笔者还没有时间去仔细研究，在日后的工作工程中，将会进

一步的将此法进行完善，希望能够尽快的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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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吴广宇、吴东辰：公共图书馆绩效管理模式之探讨［犑］。图书馆管理，２０１０（４）：３９—４１。

［２］林水灿：基于胜任力的图书馆绩效考核模式初探［犑］。长春师范学院学报，２０１０（２）：１６３—１６５

［３］郝桂荣：基于模糊评价判断的高校图书馆人力资源绩效评价体系［犑］。现代情报，２０１０（３）：

９５—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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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图书馆现代化的指标体系研究

□ 123123123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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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城市图书馆现代化研
究，制定现代化指标体系，对我国

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意义重大，遵

循综合性与系统性原则、以人为

本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可比性

原则，制定出人的现代化、基础设

施现代化、资源现代化、服务现代

化、管理现代化、生态现代化等六

大指标体系。

$%&#城市图书馆，现代化，指
标体系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犛狋狉犲狀犵狋犺犲狀犻狀犵狋犺犲狉犲狊犲犪狉犮犺

狅犳狌狉犫犪狀犾犻犫狉犪狉狔犿狅犱犲狉狀犻狕犪狋犻狅狀狆犾犪狔狊

犪狏犲狉狔犻犿狆狅狉狋犪狀狋狉狅犾犲犳狅狉狋犺犲犾犻犫狉犪狉狔

犱犲狏犲犾狅狆犿犲狀狋犻狀犆犺犻狀犪．犇犲狏犲犾狅狆犻狀犵犪狀

犲狏犪犾狌犪狋犻狅狀犻狀犱犻犮犪狋狅狉狊狔狊狋犲犿犳狅狉狌狉犫犪狀

犾犻犫狉犪狉狔犿狅犱犲狉狀犻狕犪狋犻狅狀狊犺狅狌犾犱犳狅犾犾狅狑

犮狅犿狆狉犲犺犲狀狊犻狏犲犪狀犱狊狔狊狋犲犿犪狋犻犮狆狉犻狀犮犻

狆犾犲，犺狌犿犪狀犮犲狀狋犲狉犲犱狆狉犻狀犮犻狆犾犲，狊狌狊

狋犪犻狀犪犫犾犲 犱犲狏犲犾狅狆犿犲狀狋 狆狉犻狀犮犻狆犾犲，

犪狀犱犮狅犿狆犪狉犪犫犻犾犻狋狔狆狉犻狀犮犻狆犾犲狊．犜犺犲

犻狀犱犻犮犪狋狅狉狊犮狅狌犾犱犫犲犵狉狅狌狆犲犱犻狀狋狅狊犻狓

犮犪狋犲犵狅狉犻犲狊：犾犻犫狉犪狉犻犪狀狊犿狅犱犲狉狀犻狕犪

狋犻狅狀，犾犻犫狉犪狉狔犻狀犳狉犪狊狋狉狌犮狋狌狉犲，犾犻犫狉犪狉狔
狉犲狊狅狌狉犮犲狊，犾犻犫狉犪狉狔狊犲狉狏犻犮犲狊，犾犻犫狉犪狉狔
犿犪狀犪犵犲犿犲狀狋，犪狀犱犾犻犫狉犪狉狔犲犮狅犾狅犵犻

犮犪犾犿狅犱犲狉狀犻狕犪狋犻狅狀．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兴起探讨“社会指标

运动”，也引发了图书馆领域指标体系研究的热潮。而近

年来，在《国际大都市图书馆指标体系研究》等国家级理论

研究成果基础上，国家相继颁布了《公共图书馆建设标

准》、《公共图书馆服务规范》、《公共图书馆建设用地标

准》、《公共图书馆评估标准》等图书馆标准文件。这些标

准无疑是本领域内指标体系研究成果走向社会应用的最

好说明，可以说，城市图书馆现代化指标体系不仅为中国

图书馆事业现代化发展指明了方向和路径，对我国城市现

代化、文化现代化、国家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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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图书馆的现代化发展水平，

不仅要有质的比较，而且也要有量的分析。一个明确的量

化指标体系，能通过具体的数量分析来进行历史性对比和

区域性对比，以明确图书馆现代化构建的重点，提高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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犻狀犱犻犮犪狋狅狉狊狔狊狋犲犿　

馆现状分析评价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在图书馆现代化

指标体系的制定过程中遵循现代化指标体系基本原则和

要素是必不可少的，并且要结合图书馆与地区自然、政治、

经济、社会、文化诸方面的现实基础，经过有针对性的研究

予以细化。因此，城市图书馆现代化指标体系设置应遵循

一些基本原则：综合性与系统性、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

性、可比性和可操作性。

（１）综合性与系统性原则。各个分类指标之间，要形

成有机、有序的内在联系，从多方面反映图书馆的整体现

代化水平。因为只有综合性、系统性的数据，才能对较大

范围的社会现象做出规律性的认识和评价，单项性指标往

往难以替代整体水平的测评。

（２）以人为本原则。图书馆现代化是为了满足人民群

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人既是图书馆现代化的目

的，又是图书馆现代化的主体，图书馆现代化为人的全面发

展提供基础条件。阮冈纳赞１９３１年撰写的《图书馆学五定

律》［１］中的“每个读者有其书”、“每本书有其读者”、“节省读

者的时间”三条定律突出的就是“以人为本”的原则。

（３）可持续发展原则。人类社会发展是一个持续不断

的过程，图书馆发展也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国际图联

在《图书馆可持续发展声明》提出“图书馆和信息服务机构

支持所有人的终身学习、独立决策和文化发展．并通过丰

富的馆藏和各种媒介，为读者提供指导和学习机会。”［２］这

充分表明图书馆既要求自身可持续发展，又要为社会经济

可持续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４）可比性原则。指标体系应反映出不同地域图书馆

发展水平的区别，标准应当与国际、国内现代化标准有较

强可比性，体现现代化的动态发展过程，具备鲜明的时代

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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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现代化指标体系不同于一般图书馆评估体系，必须根据现代化建设进程和要

求，结合社会现代化、城市现代化和文化现代化目标制定相关指标体系，与国际统计口径

接轨。在参考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笔者提出了人的现代化、基础设施现代化、资源现

代化、服务现代化、管理现代化、生态现代化等六大类６０小项图书馆现代化指标体系。详

见表一。

#! '()x©h£¤��

$"!'±w&'D
现代化关键在人才，没有现代化的人民就没有现代化的国家。一个国家如此，对于

一个城市图书馆来说也如此。人是图书馆活动的主体，既指提供服务的馆员，又指接受

图书馆服务的市民，因此，人的现代化既有馆员现代化也有市民现代化，既有个体的现代

化指标也有群体的现代化指标。人的现代化是一个很难完全用数据来量化的，但人的学

历水平和知识结构、文化信息素养能力、人均收入水平、文化教育支出等又是可以衡量的。

现代化馆员须具备多元化的知识结构，除了图书情报专业知识，还需要把握城市文

化，既通晓外语又要熟悉方言，熟练掌握信息检索技术，与高校图书馆学科馆员需求不

同，城市图书馆更需要的是能够满足市民多样化、多元化文化信息需求的是知识馆员，在

一次文献、二次文献基础上提供终端知识产品供市民使用。当然，现代化馆员提供知识

产品给社会消费，必须获得与之相称的社会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这应该成为衡量馆员

是否现代化的重要标准。

读者是图书馆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读者现代化是图书馆实现现代化的客观前

提。读者现代化，主要表现在具有现代化的思想观、广博的知识结构和社会活动的现代

化等方面。读者现代化又与公众受教育水平、社会科技水平、全民阅读状况、城市人文发

展指数等密切相关。城市现代化程度越高，其读者文化信息素养相对而言越高，也对图

书馆文献信息知识需求越充分，对文化的品位会越来越高，对娱乐的要求会越来越文明

和个性化，持证比例也越高。现代化读者大体具备以下特征：强烈的时间观和效率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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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π”型知识结构、极强的创造力和接受新事物能力、超强的信息获取和分析能力。

$"#'åæ¾(&'D
城市交通设施是保证城市生产、生活正常运转的重要支撑系统。图书馆在城市交通

中所处位置及便利程度，决定了图书馆利用率高低，图书馆即使馆舍高大明亮、馆藏汗牛

充栋、服务优质高效，也仍然不能吸引读者。《重庆日报》曾报道作为西南地区最大、最先

进的重庆图书馆新馆，却受困于交通问题，不情愿地“拉长”了与市民的距离，借一次书、

看一次书在路上居然要花费好几个小时，而且公交站牌无图书馆指示；海南省重点工程

海南省图书馆在建伊始就被网友诟病离市中心太远、公交车太少。因此，图书馆现代化

首先必须保证公共交通（地铁、汽车）必须有图书馆站点、站牌，尽量能够直达，空间距离

控制在一个小时之内。

馆藏设施是为读者阅读、检索文献提供基本物质保障的设备，例如阅览柜、书架、报架、

阅览桌椅、咨询台，现代化馆藏设施不但要便利人性化更要安全，还要保障特殊人群的需

求，提供盲文阅读器、无障碍通道，提供城市街区２４小时自助图书馆等馆外借阅设施。

表一　图书馆现代化指标体系

︵一
︶
人
的
现
代
化

馆
员
指
标

用
户
群
体
指
标

（１）本科学历以上人员比例

（２）双学科背景的人员比例

（３）人均可支配收入

（４）职业满意度

（５）每万人配备图书馆员数量

（６）志愿者数量

（１）同龄人上大学的比例

（２）每万人中科技人员数

（３）全民阅读状况指数

（４）人文发展指数（犎犇犐）

（５）互联网人数普及率

（６）人均可支配收入

（７）人均年休闲天数

（８）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支出

（９）持证读者率

︵二
︶
基
础
设
施
现
代
化

建
筑

交
通
系
统

馆
藏
设
备

网
络
设
施

（１）馆舍面积

（２）分馆数量

（１）公交站点和线路数量

（２）出租车停靠点

（３）城市轨道站点数量

（４）专有停车场面积

（１）图书架数量

（２）阅览座位数

（３）特殊群体借阅设备

（４）自助借阅设备数量

（１）手持移动阅读器数量

（２）计算机台数量

（３）犠犐犉犐网络或无线网络

（４）手机网关

（５）每百户家庭拥有计算机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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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三
︶
资
源
现
代
化

文
献
总
量

文
献
结
构

经
费

（１）馆藏总量

（２）馆藏年增长量

（３）人均册次

（１）纸质与数字资源比例

（２）自建与自购资源比例

（３）文献语种的比例

（４）总分馆文献资源比例

（５）特殊群体文献资源量

（１）年经费预算总量

（２）年经费预算增长率

（３）千人年均购书经费

︵四
︶
服
务
现
代
化

观
念

项目

（１）读者第一

（２）创新意识

（３）竞争意识

（１）流动服务

︵四
︶
服
务
现
代
化

项
目

模
式

效
率

（２）远程服务

（３）个性化服务

（４）自助服务

（１）总分馆

（２）合作联盟

（１）文献获取平均时间

（２）电子文献使用量

（３）参考咨询响应时间

︵五
︶
管
理
现
代
化

（一）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

（二）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

（三）行政的高效化

（四）中长期战略计划

（五）监督机制

（六）

生态

现代化

（一）生态建筑

（二）周边环境

　　网络设施是现代化图书馆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尤其是在计算机和网络应用普及的背

景下，网络信息节点的合理布局、网络形态的全面设置、组网技术的科学选择都不可忽视，

包括综合布线系统、光纤网络、有线局域网、无线局域网、卫星系统、数据广播系统、手机网

关、数字电视都缺一不可。有数量众多的供读者使用的计算机以纽约馆为例，其所提供读

者使用的计算机数为２３００多台，从服务市民的人均数而言，差不多达到了每１５００人有１

台计算机的数量，这比２００１年出版的国际图联《公共图书馆服务发展指南》中所建议的标

准每５０００人１台计算机要超前得多。这充分体现了信息化环境下电子信息设施发展的

新趋势，而这种新趋势还将伴随着图书馆网络化、城市信息化的步伐进一步加快。

建筑是构成图书馆的重要物质条件，一座实用而具有造型艺术美的图书馆建筑所产

生的精神力量是无法估量的，图书馆建筑不但是城市的文化符号，也是城市精神的最好

诠释。图书馆的书卷气、文化氛围、温馨舒适的阅读环境只有通过建筑才能使读者深刻

感受。现代化图书馆建筑必须是高层次建筑，而不是低、中层次的建筑，因此，它就要求

创造出某种情绪氛围，表现出一种有倾向性的情趣，富有表情和感染力，以陶冶震撼人的

心灵，重在“赏心”，具备艺术美的欣赏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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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是重要的公共场所，人来人往，流动性较强，人员复杂；馆内书籍、设施大多都

易燃；大量的网络、电子设施易于收到网络攻击，这些都是灾害的潜在危机，所以，必须建

立现代化的防灾体系，更换现代化的防灾防盗设备，完善图书馆危机预警系统。

$"$'Ck��&'D
图书馆的文献资源必须满足多元化、多样化的需求，资源内容涉及的范围应不断延

伸，包括文化、大众教育、经济、生活等各个方面，同时国家政府战略信息资源、法律资源

和政府报告等也成为公共图书馆资源建设的内容；资源形态上依然是印本资源和电子资

源并重，加大电子资源的采购和网络资源的收集，并增加音频、视频、图表等类型的馆藏

资源，建成多样化的资源体系。美国国会图书馆除了面向全国人民提供资源和服务外，

还要为国会提供资源和服务，提供的内容不仅涵盖各个领域，还包括战略先导办公室、法

律图书馆和版权办公室管理的数字信息，以及国会研究报告和法律图书馆的研究成果。

加拿大多伦多公共图书馆定位在为城市公民生活提供文化、教育和经济等领域的资料，

引进关于多伦多历史、文化等多样性的资源，保存特殊文献，并促进这些资源的网络访问。

在文献资源现代化过程中应遵循以下原则：（１）与日益增长的读者需求和本地区经

济、文化与社会事业发展相适应；（２）与国家知识产权保护等法律法规的要求相一致；

（３）形成资源体系和特色；（４）促进区域文献资源共建共享。３在文献资源馆藏总量上保持

纸质资源和数字资源比例、自建资源与引进资源比例、文献资源语种的比例、文献资源类

型（图书、报纸、期刊、多媒体）的比例、总分馆馆藏文献比例的合理性，也要关注特殊群体

和青少年的文献资源建设。

$"%'67&'D
服务是图书馆安身立命的根本，是保障和实现公众的图书馆权利基本路径。图书馆

服务现代化不仅包含服务观念的现代化，也包含服务手段的现代化。

图书馆服务的现代化需要有现代化的服务观念和意识。指导图书馆一切工作的工

作理念和意识是决定图书馆工作优劣、成败的关键。图书馆所处的内外部环境发生深刻

变化，服务观念应该顺应时代的潮流发生相应改变。首先，要树立强烈的竞争意识。目

前，如谷歌、百度等国际信息服务巨头进入市场，建立共享文库、信息咨询、数字图书馆等

类图书馆服务，冲击着图书馆用户群体。图书馆应积极参与到竞争之中，依靠丰富的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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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素质的馆员、优质的服务把失去的读者再夺回来。其次，强化为读者服务的观念。图书

馆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为了读者，为读者提供高质量的服务是现代图书馆永恒的课

题。最后，树立创新意识。在服务内容推陈出新，开拓更多的创新服务项目，建立集群式服

务体系，建设总分馆服务模式，广泛开展流动服务、远程服务、个性化服务、自助式服务、２４

小时服务。如英国伯明翰市立图书馆为了顺应伯明翰市的创新城市战略，提出艺术与创

意、市民社会、企业与创新、学习与技能以及信息化等五大创新要素，大力发展为企业与商

业的服务项目，设立创意商店，开展增值服务，如尝试按日５０英镑计算的收费模式等。

服务手段的现代化主要是指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在为读者服务过程中的应用，从

现实与虚拟两个方面再造服务流程，扩大服务半径，消除时空障碍，实现公共服务均等

化、普遍。例如，深圳图书馆研制的“２４小时自助图书馆系统”实现自助办证、自助借书、

自助还书、自助预借、自助查询五大服务，使市民在不到两分钟就能轻松完成还书和再借

书的全过程，这就是服务现代化的典型案例。

充分利用数字图书馆、云图书馆等新形态提高服务效率，激发跨区域跨系统联盟体

或联合体的规模效应。在联合采编和业务外包基础上，文献加工处理时间、馆际互借时

间、文献传递时间进一步缩短，馆藏外借量的文献册数、外借文献范围、借阅期限等流通

服务规则更为人性化。

$"&')Ð&'D
管理现代化不仅指图书馆的微观治理结构，还应包括政府的宏观管理体制，以及行

业协会的中观管理，甚至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

图书馆要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从外部管理来说，要减少政府部门的行政管理，可以

成立图书馆委员会或咨询委员会作为其决策的上级部门，对于图书馆专业领域的重大项

目和决策，应先咨询，后决策，以提高管理水平和决策的科学性；在图书馆的内部管理上，

应赋予馆长充分的法人地位，行使馆内的人事、财务等权限，馆员应该推行聘任制。在监

督方面，除了文化行政部门外，要建立图书馆事业、图书馆服务的社会听证制度、信息公

开制度，以便更多的社会团体、民间组织特别是广大公民关心、支持和监督图书馆事业的

发展。而最关键的是要建立合理、高效的公共图书馆治理机制，根据现阶段的情况和治

理的原则，主要应建立和完善五种机制：问责机制、参与机制、公开机制、监督评估机制、

沟通协调机制。



２８１　　 ———

管理现代化必须打破旧的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深化公共图书馆管理改革，

从“政府包办”转向政府主导，政府从公共产品的唯一提供者向公共产品的保证者转变，

制定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政策和长远规划，提供公共图书馆发展的资金保障机制，通

过监管确保公共图书馆的公益性发展目标。

加强法制建设也是图书馆管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法制体系是公共图书馆事业管理体

制的软件部分，是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职能的发挥，以及管理机构正常运转的制度化保证。

$")'*+&'D
图书馆生态包括生态化建筑和与之配套的周边生态环境。图书馆作为人类活动的

主要场所，在尊重自然、关注环境、创造健康的生态理念指引下，尽可能地自然采光、自然

通风、自然调温、节能、节水、节材，在内部小环境中配置常绿灌木、盆栽、时令花草等生态

植物，强调人和自然的交流，从空间环境设计、内部氛围的营造等方面为读者提供人性化

的舒适阅读空间，重点体现阳光、绿化、生态、环保的现代化特点。在广东中山图书馆方

案构思中，用绿色生态建筑理论指导图书馆设计，强调对生态环境保护利用，设计充分考

虑广州气候特征，建筑物与环境、朝向相适应，满足了生态循环要求及节能观念，最大限

度地节约能源。

图书馆的周围生态环境是与外界的一个过渡地带，植被布局直接影响读者对图书馆

的第一印象，甚至影响到图书馆的内部环境。首先，图书馆的造型不但要与周邻建筑相

统一，而且要与整个周边环境风貌和谐统一，使图书馆成为这个大环境中不可或缺的一

部分。其次，图书馆区域绿地率不低于４５％，绿化覆盖率不低于５０％，保持景观植物种类

多样化。最后，馆址远离噪音场所和垃圾场所，尽量建设在风光旖旎的自然景观附近。

如苏州图书馆选址原市人大市政府大院，院内古树名木、鸟语花香、小桥流水尽显吴地特

色，是一处典型的江南园林式图书馆理想场所，体现了当地文化特色，该馆园中有馆，馆

中有园，书香园林，典雅端庄，蕴涵浓厚的历史人文氛围。

$! P^

中国的城市图书馆与欧美等发达国家城市图书馆的发展相比较，前者是正在发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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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态，而后者在相当程度是发展了的形态，后者为前者的发展提供了许多成功而有益

的经验与思考。在中国图书馆事业高速发展的今天，建立起一套科学的、民族的、先进

的、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图书馆指标体系，将对中国图书馆事业提供科学

的、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和实践的指导，将克服中国图书馆界长期以来存在的一哄而上、照

搬照套的管理思维，使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建立在理性、丰厚和深邃的思维之上，进入科学

持续、统筹和谐、法制健全、又好又快的发展轨道。

ijCk

　　［１］（印）阮冈纳赞著、夏云等译：图书馆学五定律［犕］。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１９８８。

［２］胡秋玲：《国际图联因特网声明》和《图书馆与可持续发展声明》发表［犑］。图书馆建设，２００３

（２）：１０１—１０２。

［３］犌犅／犜２８２２０—２０１１。公共图书馆服务规范［犛］。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２０１２。

［４］章友德：城市现代化指标体系研究［犕］。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６。

［５］王世伟：国际大都市图书馆指标体系研究［犕］。上海：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９。

lmno

　　万湘容，馆员，任职宁波市图书馆。

通讯方式：宁波市永丰路１３５号宁波市图书馆阅览部（邮编：３１５０１０）

电子邮箱：４４８３４６７３６＠狇狇．犮狅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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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图书馆接受缴送面临的困境与

解决方法

□ 456"4"7"4"7"4"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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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连续出版物的样本缴
送问题一直是多年来困扰国家图

书馆馆藏数量的一大难题，在市

场经济环境下“责任—名誉—利

益”显得尤为复杂和突出，通过对

影响中文连续出版物缴送的诸多

因素进行分析，提出了解决这一

难题的思路。由于免费缴送涉及

政府有关部门和出版单位，要根

本上解决必须通过立法的方式来

实现，在目前没有立法的情况下，

为了保证连续出版物不漏缴、少

缴，出版单位、国家图书馆、新闻

出版总署等相关部门要从提高社

会责任感的高度来统一思想，根

据一些现有和不断修订的相关配

套政策及切实可行的措施，明确

职责，密切配合，加大监督检查和

奖惩力度。政策的制定既考虑政

府政策规定的权威性，也要考虑

到出版单位经济负担的实际，平

衡各方面的利益和关系，确保国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出台了一系列关于出版物缴送

的规章制度，２０１１年颁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新闻出版总

署出版物样本缴送工作的通知》，进一步明确了国家图书

馆是接受缴送样本的重点单位。纵观国家图书馆发展的

历史，接受出版物样本缴送已成为国家图书馆馆藏文献资

源的主要来源之一。为履行国家总书库职能、保存和传承

中华文化遗产、提供立法依据和保障、履行社会教育职能

奠定了基础。国家图书馆全面入藏国内正式出版的刊物，

并选择性地收藏内部资料，已经成为世界典藏中文连续出

版物最丰富的图书馆［１］。

关于“征集样本办法”的具体内容，可参见（９１）新出图

字第９９０号、（９１）新同期字第１３１６号文件。该文件规定：

（１）缴送范围应包括公开发行、限国内发行的杂志；（２）向

国家图书馆缴送的数量应为每期３本；（３）缴送时应在杂

志出版后一个月之内。该制度对于确保中文连续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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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总书库的职能得到最大发挥。

$%&#中文连续出版物，缴送
制度，国家图书馆，新闻出版总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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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完整收藏与保存、传承历史文明具有重要作用，同时也

为编制国家书目提供了基本条件，因而成为国家管理出版

物的一项重要手段［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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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图书馆定位是国家总书库，国家书目中心，国家

古籍保护中心，收藏原则是全面入藏中文文献，精选部分

外国文献资料。从这一定位来看，国家图书馆中文连续出

版物的缴送情况不容乐观，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

出版社由于考虑成本的因素，对国家图书馆出版物的缴送

不够积极。

!"!'#**+,#*!!-Ê¹C./012
根据《中国新闻出版统计资料汇编·２０１１》的数据，截

至２０１０年底全国公开发行的期刊９８８４种。截止２０１１年

底国家图书馆应入馆藏期刊９１６４种，全年实际缴送到馆

期刊８８２９种［３］。为了提高中文连续出版物的缴全率和缴

送率，国家图书馆每年对中文连续出版物的缴送情况进行

统计，并对其缴送统计情况进行对比、分析，也采取了一些

措施，但效果不够理想。

仅以近几年期刊缴送情况为例：

表一：２００７—２０１１年度国家图书馆期刊缴送率情

况表：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期刊 ８４．９６％ ８７．６３％ ９２．６２％ ９３．４０％ ９６．３０％

　　缴送率：指全年虽然向国家图书馆缴送，但是未能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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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缴送每期３本或个别期未缴送。

表二：２００７—２０１１年度国家图书馆期刊缴全率情况表：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期刊 ５３．８９％ ５４．２２％ ５７．４３％ ６０．７０％ ６６．４０％

　　缴全率：指全年每期均按照新闻出版署的文件规定缴送３本。

通过２００７—２０１１年度年缴送情况的对比可以看出，中文连续出版物的缴送率和缴全

率虽然有所上升，但结果不够理想，主要是缴全率较低，致使许多有保存价值的出版物没

有完整的收入馆藏。

!"#'¹C./01ól¹w3$45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有明确的文件规定，但缴送效果并不理想，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

几个方面：

!"#"!'C6Ëâ78í9�:

虽然新闻出版总署文件规定出版单位应无偿向国家图书馆缴送中文连续出版物，但

这些只作为政府部门的文件规定，而不具备法律效应，文件规定偏重自觉缴送，缺乏相应

的惩罚措施，没有相应的督促检查机构，因此，个别出版单位对新闻出版总署的规定重视

不够，具体执行起来缺乏力度，出现了缴送靠自觉，不缴送不追究的现象。从近几年缴送

的情况来看，有些出版单位考虑成本因素而拒缴、为了应付上级政府部门而有选择性的

少缴、因思想重视不够而漏缴、催的勤缴的多等现象普遍存在。国家图书馆作为受缴单

位，与出版单位没有隶属关系，没有权力强行干预出版单位的缴送行为，处于催缴无力

度、购买没经费、登门催缴看面子的尴尬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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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文件早已下发，但由于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出版单位、受缴

单位、社会各界宣传力度不够，没有达成按规定自觉缴送的共识，在执行上没有形成合

力：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只负责发文件而缺少必要的督促检查机制，出版单位停留在知晓

文件精神而不按文件规定执行，受缴单位受命于国家图书馆职能而四处奔波、登门催缴。

形成上述情况的主要原因除了文件规定缺乏权威性外，宣传力度不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

面，因此，要利用各种媒体、各种会议、论坛、展览、总结等各种场合加大宣传力度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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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导向，形成自觉缴送光荣、不缴送受谴责的社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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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出版单位不仅只向国家图书馆缴送中文连续出版物，还要向当地政府有关单位

免费缴送，造成出版单位经济负担过重。由于出版单位受当地政府的管辖，迫于无奈和

压力，再加上利益的考虑，有时存在只向当地政府部门免费缴送而不向国家图书馆缴送

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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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出版单位绝大多数是自负盈亏的经营模式，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版业的市场

竞争越来越激烈，再加上互联网和电子书的普及，出版单位出版物的销售利润受到极大

影响。出版单位为了追求经济效益不断提高出版物内容质量、增加发行数量和提高期刊

品质，许多中文连续出版物在纸张、印刷、色彩等方面加大了成本投入，有的还配有光盘、

犝盘等，使得出版物的成本大大增加，所以有的出版单位考虑到经济利益而不向国家图

书馆免费缴送或少量缴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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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提高国家图书馆中文连续出版物的缴全率，保证国家图书馆的馆藏数量，是当

今经济社会面临的一个新课题。经过大量的调查和分析，认为：既要讲政策，又要讲客观

现实；既要完成国家图书馆的职能，又要理解出版单位的苦衷；既要呼吁尽快出台相应的

法律文件，又要立足当今形势，在此前提下探讨一些切实可行的方法和途径，权衡各方面

的利益，建议重点从社会责任和经济利益两个方面入手，通过出版单位、受缴方（国家图

书馆等）、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共同努力，确保国家图书馆职能的发挥。

#"!'-.��PQ
出版单位免费向国家图书馆缴送中文连续出版物是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规定要求，

也是出版单位应负的社会责任，在文化大繁荣、大发展时期，出版单位除了担负出好书、

多出书的责任，还担负着光荣而艰巨的社会责任，通过向国家图书馆缴送中文连续出版

物，完成国家图书馆国家总书库职能；通过国家图书馆这个平台为国家重大决策提供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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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咨询服务，为广大读者提供图书阅览服务，实现全民综合素质的提高。

#"#'RSEFT�
经济利益是当今社会企业最为关注的因素，也是企业生存的根本所在，所以脱离开

经济利益不谈，只谈免费，不符合市场规律，也不会持久，免费缴送只能是采取行政要求

和政策引导并举、社会责任和优惠政策互补的方式［４］。

#"#"!'UW01VøºÌ?

针对出版单位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经营模式，对年定价较高的刊物采取弹性上缴

数量的办法。如：对年定价在１０００元以上的可减少一套，缴送两套。各地政府要根据国

家新闻出版总署的要求严格控制受缴单位范围和数量，不得随意通过行政命令要求出版

单位免费缴送，确实因工作需要缴送的可与出版单位协调，采取自愿和经济补偿的方式

解决，确实减少出版单位经济负担。

#"#"#'WXCD> wR�

（１）邮费。出版单位免费缴送出版物需要一定数额的邮费，为了减少出版单位因免

费缴送出版物的经济负担，相关部门也有责任来承担一部分费用。一是建议国家邮政总

局制定相关政策，对向国家图书馆等部门免费缴送的邮品免交邮费（可参考现役军人写

信免费的方式）以实现社会责任共担；二是受缴单位（国家图书馆等）设立一项专项资金

来支付邮费。

（２）对出版单位免费缴送的出版物实行适当经济补助。受缴单位根据出版单位一年

受缴出版物的情况，按一定比例给出版单位给予经济补偿。既体现了国家对出版单位的

关心，也肯定了出版单位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并通过媒体进行一定的宣传。

（３）受缴单位也是国家的重要职能部门，国家可根据实际划拨专项资金用于出版物

专项购置经费，以保证受缴单位的职能实现和切实减轻出版单位的经济负担。

#"$'YJWâCDZ01w3$í9
从近几年出版物缴送的情况来看，执行不力的主要问题是没有相应的法律做保障。

多年来有关专家多次在不同场合建议国家应尽快研究出台出版物缴送的相关法律，只停

留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规定的层面上执行力度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上升到法律才能从根

本上制约相关单位和个人的行为，做到有法可依、违法必究。建议由国家新闻出版总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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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头，协同国家图书馆、出版单位等业界专家，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尽快形成法律提案提

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从根本上保证实现国家图书馆国家总书库的职能和为全国人民提

供图书查阅和阅览的职能。

#"%'ý[v\]^IÅ)Ð
对缴送及时、数量齐全的出版单位，建议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和国家行政部门通过一

定形式予以表彰，并在出版单位排名、税收、销售、经费等方面给以政策优惠。

#"&'_Ðt`aCk�bc��w$�
对非主流的出版单位建议先报送电子版资料，视国家图书馆需求再报送纸本资料的

方式，确保精品资料以纸本形式入馆藏，一般资料只馆藏电子版资料，以减少出版单位的

经济负担和国家图书馆日益增加的馆藏压力。

#! 9:¶·À0ÁÂGÃÄÅÆÇÈÉÊgEF

为了全面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

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精神，

各相关部门要站在全局高度，打破各自为政的思维模式，以提高连续出版物为宗旨，加强

探索和研究相互配合协作的机制，以实际行动全面落实中央会议精神。

$"!'CD> 

３．１．１　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免费缴送资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出版社的经济效

益，甚至会影响到出版单位每个人的经济利益，因此，出版单位要从承担社会责任的高度

深刻理解缴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提高社会责任感，把思想统一到新闻出版总署的

规定上来，正确处理缴送和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形成自觉缴送、如数缴送和缴送光荣的

氛围。

３．１．２　主要领导负责，专人管理。出版单位的主要领导是出版单位能否按规定缴

送的关键，只有出版单位的主要领导提高思想认识，亲自负责、经常过问，才能保证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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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按时、按量缴送。由于现在出版物越来越多，出版的周期和时间越来越短，建议出版单

位设置专人负责出版物的缴送工作，便于与受缴方的对接和联络。

３．１．３　制定计划，执行规定。出版单位为了更好地执行新闻出版总署的规定，要结

合本出版单位的实际，制定相应的制度和年度缴送计划，预留经费，靠制度规范缴送行为。

$"#'de123

３．２．１　加大宣传力度。国家图书馆作为出版物受缴部门之一，要采取各种方式加

大对出版单位缴送的宣传力度，比如：在国家图书馆网页的主页上设立出版单位缴送专

栏、论坛、年度召开缴送情况通报会、缴送情况沟通会、评选缴送先进出版单位等，加强横

向交流，加大宣传力度，把缴送出版物作为出版单位的自觉行动［５］。

３．２．２　加强缴送管理：国家图书馆应加强缴送的内部管理，在１９９８年成立了购书经

费管理科，其职责之一就是要加强对书刊缴送的管理工作，制定相关管理制度，上传下

达，宏观管理。通过设立考核机制，随时报送对缴送情况的统计报表等，加强监督和检

查，全面掌握书刊的缴送情况，为领导决策提供依据。对于缴送工作的保障从领导上也

应给予充分的重视和配备适当的财力物力人力来具体强化此项工作。

３．２．３　建立缴送平台。国家图书馆在大力发展数字图书馆的基础上建立出版物缴

送查询平台，在条件成熟时可与各出版社联网，及时、准确地了解出版社出版物发行情况

和向国家图书馆缴送情况，便于监督管理。为了保证重要出版物不漏缴，建立专人定点

各省市新闻出版局、重要出版单位的催缴制度，经常联系，经常催促（国家图书馆已于

２０１０年成立了国内出版物呈缴组，经过近两年的努力已取得了明显效果）。

３．２．４　提供权威数据。每年为新闻出版总署提供出版单位缴送情况，对缴送好的

出版单位提出表扬、奖励意见，对缴送不好的出版单位提出批评、处罚意见，使之成为刊

物年检的重要依据。

３．２．５　对配光盘的连续出版物采取分别受缴方式：

其一：书刊主体与光盘犐犛犛犖号或犐犛犅犖号一致的可与书刊一并向国家图书馆缴送，

可以减少出版单位缴送负担。

其二：书刊主体与光盘犐犛犛犖号或犐犛犅犖号不一致的、并可单独、长期使用的光盘，一

种是按照书刊向国家图书馆缴送，一种是按照电子出版物向国家图书馆缴送。

３．２．６　为了确保不漏缴出版物，国家图书馆积极倡议从国家部委层面开展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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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图书馆与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下属的版本图书馆和国家版权局形成合作关系，三者之

间形成有效沟通机制，缴送情况就会得到根本改观。

３．２．７　对非正式出版物的馆藏：国家图书馆曾于２００８年发布《国家图书馆关于征集

“非正式出版物”的公告》，呼吁全社会各界积极捐赠非正式出版物，将非正式出版物并入

完善文献资源体系。

$"$'PfCDgh

３．３．１　会同有关法律部门尽快研究出台《出版物缴送法》，包括缴送范围、数量、责

任、奖惩、职责等，以及为减少出版单位经济负担而规定的缴送出版物费用、邮费等相关

费用的落实等，以保证缴送行为有法可依。世界大多数国家都建立了各自的出版物缴送

制度，大致分为四种立法模式：

第一，规定于著作权法中的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

第二，规定于图书馆法中的日本、加拿大等；

第三，规定于出版法、新闻法或是信息法中的泰国、巴西等；

第四，专门为出版物缴送制度立法的法国、挪威等。

３．３．２　充分发挥行政权威。每年通过国家图书馆提供的缴送情况，对不按规定缴

送的出版单位实施处罚，视情节轻重，分别给以通报批评、经济惩罚、停止出版刊物发行、

追究主要领导责任等制裁措施。对缴送情况好的出版单位给予表扬、奖励、政策优惠等，

确保政府规定的权威性和缴送工作的严肃性。

３．３．３　编辑出版全国连续出版物名录大全。新闻出版总署负责出版《连续出版物

名录大全》，明确规定新的出版物出版必须经过批准并列入名录后方可出版发行，否则视

为非法出版物。一方面，新闻出版总署便于对所有出版物的检查和管理，另一方面，便于

受缴部门及时了解和掌握出版单位出版物的缴送情况，通过通报和追缴等方式有效地避

免少藏、漏藏的情况发生。

３．３．４　新闻出版总署应明确出版单位免费缴送的部门，减少地方政府层层要求免

费缴送的现象，减少出版单位的经济负担。对其余各相关部门可提供创刊号及相关有变

化的部分作为存档使用。

３．３．５　出版单位缴送情况的好坏主要取决于出版单位的主要领导，要把缴送情况

作为考核出版单位主要领导的一个重要因素，以提高主要领导对缴送出版物的责任感和



２９１　　 ———

自觉性、主动性，保证缴送制度健康发展。

缴送制度的最终目的是要充分保存国家文化遗产，保障公民可以自由利用信息资源

的民主权利。随着通信技术和存储技术的不断发展，数字出版物替代传统纸制出版物是

发展的必然趋势，因为数字出版物将带来纸制出版物无法比拟的优势，将来通过一台电

脑终端可实现全球范围内的资料共享，信息量大、查阅方便、不受时间、地点、区域、国籍

等限制，可以随时随地查阅自己所需要的资料。从另一个方面看可以极大地减少国家图

书馆的馆藏场所，只需要存放体积不大的云存储器（海量存储器）即可。据推测，到２０２０

年，全球只有２５％的出版物仍将以印刷型纸制本形式出版，其余７５％的出版物都将以数

字形式出版，直至完全替代纸制出版物，客观事实的变化必须会改变传统的缴送制度，但

无论如何变化，保证国家图书馆馆藏中文连续出版物的完整，保证国家总书库的职能是

不会变的，所变化的只是出版物的载体形式不同而已。

ijCk

　　［１］邓茜、申晓娟、汪东波：出版物样本缴送立法的必要性及制度设计。国家图书馆学刊［犑］，

２０１１（４）３—８。

［２］苏键：缴送制度中的国家图书馆。新世纪图书馆［犑］，２０１１（５）：５４—５５。

［３］中国新闻出版统计资料汇编［犕］２０１１。中国书籍出版社。２０１１．１０：１７６—１８８。

［４］丁明刚：论出版物缴送方的权益保障。出版广角［犑］，２００８（３）：４２—４４。

［５］张炜：完善国家图书馆缴送工作的新举措。图书馆建设［犑］，２００６（６）：１７—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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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金奇（１９６６—　）女，国家图书馆中文采编部，馆员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３３号，国家图书馆，中文报刊采编组（邮编：１０００８１）

电子邮箱：狔犪狀犵犼狇＠狀犾犮．犵狅狏．犮狀

杨静（１９６９—　）女，国家图书馆中文采编部，副研究馆员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３３号，国家图书馆，中文报刊采编组（邮编：１０００８１）

电子邮箱：狔犪狀犵犼犻狀犵＠狀犾犮．犵狅狏．犮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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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文化　犔狅犮犪犾犆狌犾狋狌狉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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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启动一个成功的口述历史计划

□ 89·:;<

!"#口述历史计划之于目前以
及将来的研究工作都至关重要。

通过这种方式，人们得以将每天

的生活如实的记录下来，以至于

不疏漏那些极易被忽视的细节信

息。本文认为以下三个要素对成

功进行口述历史计划不可或缺：

仔细的规划，良好的对参与者的

培训项目以及周密的档案实践。

$%&#口述历史，数字技术，
谈话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犗狉犪犾犺犻狊狋狅狉狔狆狉狅犼犲犮狋狊犪狉犲

狏犪犾狌犪犫犾犲狀狅狋狅狀犾狔狋狅犮狌狉狉犲狀狋狉犲

狊犲犪狉犮犺，犫狌狋犪犾狊狅犳狌狋狌狉犲狉犲狊犲犪狉犮犺．

犇狅犮狌犿犲狀狋犻狀犵狋犺犲狊狋狅狉犻犲狊狅犳犲狏犲狉狔

犱犪狔狆犲狅狆犾犲狆狉犲狊犲狉狏犲狊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

狋狅狅犳狉犲狇狌犲狀狋犾狔犻犵狀狅狉犲犱犻狀狋犲狓狋狌犪犾

狉犲狊犲犪狉犮犺．犜犺犻狊狆犪狆犲狉犾犻狊狋狊犳犪犮狋狅狉狊

狋犺犪狋犮犪狀犪狊狊狌狉犲犪狊狌犮犮犲狊狊犳狌犾狅狉犪犾

犺犻狊狋狅狉狔狆狉狅犼犲犮狋：犮犪狉犲犳狌犾狆犾犪狀狀犻狀犵，

犵狅狅犱狋狉犪犻狀犻狀犵犳狅狉狆狉狅犼犲犮狋狆犪狉狋犻犮犻

狆犪狀狋狊，犪狀犱 狋犺狅狌犵犺狋犳狌犾 犪狉犮犺犻狏犪犾

狆狉犪犮狋犻犮犲狊．

犜犺犻狊犻狊犪狀犪狌狊狆犻犮犻狅狌狊犿狅犿犲狀狋犳狅狉狅狉犪犾犺犻狊狋狅狉狔犻狀犆犺犻狀犪．犃狋狋犺犲

狊犪犿犲狋犻犿犲狋犺犪狋狅狉犪犾犺犻狊狋狅狉狔犻狊犫犲犻狀犵犲犿犫狉犪犮犲犱犻狀犆犺犻狀犪犪狀犱

犲犾狊犲狑犺犲狉犲狑狅狉犾犱狑犻犱犲，狋犺犲犱犻狊犮犻狆犾犻狀犲犻狋狊犲犾犳犻狊狉犪狆犻犱犾狔犮犺犪狀犵犻狀犵

犪狊犻狋犿犪狓犻犿犻狕犲狊狋犺犲狌狊犲狅犳犱犻犵犻狋犪犾狋犲犮犺狀狅犾狅犵犻犲狊．犈狏犲狉狊犻狀犮犲

犃犿犲狉犻犮犪狀犺犻狊狋狅狉犻犪狀犃犾犾犪狀犖犲狏犻狀狊狊狌犵犵犲狊狋犲犱犫犪犮犽犻狀狋犺犲１９４０狊

狋犺犪狋狅狉犪犾犺犻狊狋狅狉犻犲狊犮狅狌犾犱狆狉狅狏犻犱犲狏犪犾狌犪犫犾犲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犳狅狉狋犺犲

狊狋狌犱狔狅犳犺犻狊狋狅狉狔犪狀犱犺犲犾狆犳犻犾犾犻狀犵犪狆狊犾犲犳狋犫狔狋犲狓狋狊狅狌狉犮犲狊，狅狉犪犾

犺犻狊狋狅狉狔犺犪狊犫犲犲狀犪犱狔狀犪犿犻犮，犪犮犽狀狅狑犾犲犱犵犲犱犪狀犱犵狉狅狑犻狀犵

犿犲狋犺狅犱狅犾狅犵狔犻狀狋犺犲犝狀犻狋犲犱犛狋犪狋犲狊．犜犺犲狉犲犪狉犲犺狌狀犱狉犲犱狊狅犳狅狉犪犾

犺犻狊狋狅狉狔狆狉狅犵狉犪犿狊犪狀犱犮犲狀狋犲狉狊狑犻狋犺犻狀狋犺犲犝狀犻狋犲犱犛狋犪狋犲狊，犪狀犱

犿犪狀狔犪狉犮犺犻狏犲狊狋狅狊狌狆狆狅狉狋犪狀犱犿犪犽犲犪犮犮犲狊狊犻犫犾犲狋犺犲狑狅狉犽狅犳狅狉犪犾

犺犻狊狋狅狉犻犪狀狊．犕犪狀狔狅狉犪犾犺犻狊狋狅狉狔狆狉狅犼犲犮狋狊犲犿犪狀犪狋犲犳狉狅犿犾犻犫狉犪狉犻犲狊犪狀犱

犪狉犮犺犻狏犲狊．犜犺犲狑狅狉犽狅犳狅狉犪犾犺犻狊狋狅狉犻犪狀狊犻狊犪犾狊狅狊狌狆狆狅狉狋犲犱狋犺狉狅狌犵犺

狊狌犮犺狆狉狅犳犲狊狊犻狅狀犪犾狅狉犵犪狀犻狕犪狋犻狅狀狊犪狊狋犺犲犗狉犪犾犎犻狊狋狅狉狔犃狊狊狅犮犻犪狋犻狅狀．

犛犮犺狅犾犪狉狊犳狉狅犿 犪 狀狌犿犫犲狉 狅犳 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 犱犻狊犮犻狆犾犻狀犲狊 狌狊犲 狋犺犲

犿犲狋犺狅犱狅犾狅犵狔狅犳狅狉犪犾犺犻狊狋狅狉狔—犺犻狊狋狅狉狔，狊狅犮犻狅犾狅犵狔，犲犱狌犮犪狋犻狅狀，

犪狀狋犺狉狅狆狅犾狅犵狔，犳狅犾犽犾狅狉犲犪狀犱犿犪狀狔犿狅狉犲．犉狅狉犲犪犮犺狅犳狋犺犲狊犲，狋犺犲

犿犲狋犺狅犱狅犾狅犵狔狋犪犽犲狊狅狀犱犻狊狋犻狀犮狋犻狏犲犮犺犪狉犪犮狋犲狉犻狊狋犻犮狊犪狀犱犮狅狀犮犲狉狀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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犓犲狔狑狅狉犱狊：狅狉犪犾犺犻狊狋狅狉狔，犱犻犵犻狋犪犾狋犲犮犺

狀狅犾狅犵狔，犻狀狋犲狉狏犻犲狑　
犆狅犿犿狅狀狋狅犪犾犾犪狆狆狉狅犪犮犺犲狊，狅狉犪犾犺犻狊狋狅狉狔犻狊犪 犿犲狋犺狅犱犳狅狉

狆狉犲狊犲狉狏犻狀犵狅狉犪犾狋犲狊狋犻犿狅狀狔狋犺狉狅狌犵犺犪狌犱犻狅狅狉狏犻犱犲狅狉犲犮狅狉犱犻狀犵狅犳

犪狀犻狀狋犲狉狏犻犲狑．犜犺犪狋犻狀狋犲狉狏犻犲狑犻狀犮犾狌犱犲狊犫狅狋犺犪狀犻狀狋犲狉狏犻犲狑犲狉犪狀犱

犪狀犻狀狋犲狉狏犻犲狑犲犲（狅狉狀犪狉狉犪狋狅狉），犪狀犱犻狊狌狊狌犪犾犾狔犳狅犮狌狊犲犱狅狀犪

狆犪狉狋犻犮狌犾犪狉犲狏犲狀狋狅狉狋狅狆犻犮．犅狅狋犺狋犺犲犻狀狋犲狉狏犻犲狑犲狉犪狀犱狋犺犲

狀犪狉狉犪狋狅狉犪狉犲犻狀狏狅犾狏犲犱犻狀犻狀狋犲狀狋犻狅狀犪犾犾狔犮狉犲犪狋犻狀犵犪狉犲犮狅狉犱狋犺犪狋

犪狌犵犿犲狀狋狊狅狌狉狌狀犱犲狉狊狋犪狀犱犻狀犵狅犳狋犺犲狆犪狊狋犪狀犱狆狉犲狊犲狀狋，犪狉犲犮狅狉犱

狋犺犪狋狑犻犾犾犫犲狆狉犲狊犲狉狏犲犱犪狀犱犿犪犱犲犪狏犪犻犾犪犫犾犲犻狀犿狌犾狋犻狆犾犲犳狅狉犿狊，

犳狅狉狋犺犲狌狊犲狅犳狅狋犺犲狉狉犲狊犲犪狉犮犺犲狉狊犪狀犱狋犺犲狆狌犫犾犻犮．

犗狉犪犾犺犻狊狋狅狉狔犻狊犵犲狀犲狉犪犾犾狔狌狀犱犲狉狊狋狅狅犱狋狅犫犲狋犺犲狉犲犮狅狉犱犲犱犾犻犳犲

狊狋狅狉犻犲狊狅犳犻狀犱犻狏犻犱狌犪犾狊狑犺狅狊犲犳犻狉狊狋犺犪狀犱犪犮犮狅狌狀狋狊犻犾犾狌犿犻狀犪狋犲

犾犪狉犵犲狉犲狏犲狀狋狊．犆狅狀狋犲犿狆狅狉犪狉狔犻狀犳狅狉犿犪狀狋狊犮犪狀狊犺犪狉犲狋犺犲犻狉犾犻犳犲

犺犻狊狋狅狉犻犲狊犪狀犱犲狓狆犲狉犻犲狀犮犲狊犳狉狅犿狑犪狉，犳狅狉犲狓犪犿狆犾犲，狅狉狉犲狏犲犪犾狋犺犲

犲狏犲狉狔犱犪狔犾犻犳犲狅犳犪狀狅犮犮狌狆犪狋犻狅狀．犗狉犪犾犺犻狊狋狅狉犻犲狊犵犪狋犺犲狉犲犱犳狉狅犿

狅狉犱犻狀犪狉狔狆犲狅狆犾犲狑犺狅犺犪狏犲犾犻狏犲犱狋犺狉狅狌犵犺犲狓狋狉犪狅狉犱犻狀犪狉狔狋犻犿犲狊

犪狀犱犺犪犱犲狓狋狉犪狅狉犱犻狀犪狉狔犲狓狆犲狉犻犲狀犮犲狊犮犪狀狊犺犲犱犾犻犵犺狋狅狀犲狏犲狀狋狊犻狀

狌狀犲狓狆犲犮狋犲犱 狑犪狔狊，犪狀犱犪犱犱犱犲狋犪犻犾狊犪狀犱狆犲狉狊狆犲犮狋犻狏犲狊狋狅狅狌狉

狌狀犱犲狉狊狋犪狀犱犻狀犵．犗犳狋犲狀狋犺犲犱狅犮狌犿犲狀狋犲犱犲狓狆犲狉犻犲狀犮犲狊狅犳犪犾犪狉犵犲

狊犪犿狆犾犲 狅犳 狆犪狉狋犻犮犻狆犪狀狋狊 狑犻犾犾 犲狀犺犪狀犮犲 狅狉 犲狀犾犻犵犺狋犲狀 狅狌狉

狌狀犱犲狉狊狋犪狀犱犻狀犵狅犳犿犪犼狅狉犲狏犲狀狋狊．犛狋狌犱狊犜犲狉犽犲犾狊犼狅狌狉狀犪犾犻狊狋犻犮狅狉犪犾

犺犻狊狋狅狉犻犲狊犪狉犲狆狉狅犫犪犫犾狔犪犿狅狀犵狋犺犲犫犲狊狋犽狀狅狑狀．犎犻狊犮狅犾犾犲犮狋犻狅狀狅犳

狅犮犮狌狆犪狋犻狅狀犪犾狊狋狅狉犻犲狊犠狅狉犽犻狀犵（１９７４）犻狀狊狆犻狉犲犱犆犺犻狀犲狊犲犔犻狏犲狊：

犃狀犗狉犪犾犎犻狊狋狅狉狔狅犳犆狅狀狋犲犿狆狅狉犪狉狔犆犺犻狀犪（１９８８）．

犎犻狊狋狅狉犻犪狀狊犮狅犾犾犲犮狋狊狆狅犽犲狀狉犲犮狅犾犾犲犮狋犻狅狀狊犪狀犱狆犲狉狊狅狀犪犾狉犲犳犾犲犮狋犻狅狀狊

犻狀狅狉犱犲狉狋狅犮狉犲犪狋犲犪犺犻狊狋狅狉狔．犃狀狋犺狉狅狆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犳犻犲犾犱狑狅狉犽犲狉狊犪狀犱

犲狋犺狀狅犺犻狊狋狅狉犻犪狀狊狉犲犮狅狉犱犻狀犵犾犻犳犲 犺犻狊狋狅狉犻犲狊狊狆犲犮狌犾犪狋犲 狅狀 狋犺犲

狉犲犾犪狋犻狅狀狊犺犻狆犫犲狋狑犲犲狀犪犾犻犳犲犪狀犱狋犺犲犮狌犾狋狌狉犲犻狋狉犲狆狉犲狊犲狀狋狊．犐犪犿

狋狉犪犻狀犲犱犪狊犪犳狅犾犽犾狅狉犻狊狋，犪狀犱狊狅犿犪狀狔狅犳狋犺犲狆狉狅犼犲犮狋狊狋犺犪狋犐犺犪狏犲

狑狅狉犽犲犱狅狀犲犿狆犺犪狊犻狕犲犮狌犾狋狌狉犪犾犲狓狆狉犲狊狊犻狅狀狊狋犺犪狋犺犪狏犲犫犲犲狀

“狆犪狊狊犲犱狋狅狋犺犲狆狉犲狊犲狀狋．”犕犪狀狔狅犳狋犺犲犻狀狋犲狉狏犻犲狑狊犐犺犪狏犲

犮狅狀犱狌犮狋犲犱犳狅犮狌狊狀狅狋狅狀犾狔狅狀犲狏犲狀狋狊犻狀狋犺犲狆犪狊狋，犫狌狋犪犾狊狅狅狀犺狅狑

狆犪狊狋犲狏犲狀狋狊犪狀犱狉犲犾犪狋犻狅狀狊犺犻狆狊犮狅狀狋犻狀狌犲狋狅犫犲狉犲犳犾犲犮狋犲犱犻狀狋犺犲

狆狉犲狊犲狀狋．犅狌狋犲狏犲狀狋犺狅狌犵犺狋犺犲狌狊犲狅犳狅狉犪犾犺犻狊狋狅狉犻犲狊狊犲狉狏犲狊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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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狌犿犫犲狉狅犳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犱犻狊犮犻狆犾犻狀犲狊，狋犺犲狉犲犪狉犲犵犲狀犲狉犪犾犵狌犻犱犲犾犻狀犲狊狋犺犪狋犮犪狀犺犲犾狆犻狀狊狌狉犲狋犺犲狊狌犮犮犲狊狊狅犳犪

狑犲犾犾狆犾犪狀狀犲犱狆狉狅犼犲犮狋．

犐狋犻狊犲犪狊狔狋狅犳犻狀犱犵狅狅犱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狅狀犺狅狑狋狅狆犾犪狀犪狀狅狉犪犾犺犻狊狋狅狉狔狆狉狅犼犲犮狋．犖狅狋狅狀犾狔犪狉犲狋犺犲狉犲

犿犪狀狔狆狌犫犾犻狊犺犲犱犿犪狀狌犪犾狊，狋犺犲狉犲犪狉犲犪狀狌犿犫犲狉狅犳犵狅狅犱狊狅狌狉犮犲狊狅狀狋犺犲狑犲犫犳狉狅犿犺犻犵犺犾狔狉犲狊狆犲犮狋犲犱

狅狉犵犪狀犻狕犪狋犻狅狀狊狊狌犮犺犪狊狋犺犲犗狉犪犾犎犻狊狋狅狉狔犃狊狊狅犮犻犪狋犻狅狀犪狀犱犪狀犲狑，犲狓犮犲犾犾犲狀狋狑犲犫狊犻狋犲“犗狉犪犾犎犻狊狋狅狉狔犻狀

狋犺犲犇犻犵犻狋犪犾犃犵犲，”犪狆狉狅犼犲犮狋狊狆狅狀狊狅狉犲犱狋犺狉狅狌犵犺狋犺犲犝狀犻狋犲犱犛狋犪狋犲狊犐狀狊狋犻狋狌狋犲狅犳犕狌狊犲狌犿犪狀犱

犔犻犫狉犪狉狔犛犲狉狏犻犮犲狊．犔犲狋犿犲狊狌犿犿犪狉犻狕犲狊狅犿犲狅犳狋犺犲狋犺犻狀犵狊狋犺犪狋狊犺狅狌犾犱犫犲狋犺狅狌犵犺狋犪犫狅狌狋犫犲犳狅狉犲

狌狀犱犲狉狋犪犽犻狀犵犪狆狉狅犼犲犮狋．

犅犲犳狅狉犲狋犺犲犐狀狋犲狉狏犻犲狑

犆狅狀狊犻犱犲狉犳犻狉狊狋狋犺犲狆狉狅犼犲犮狋狊狆狌狉狆狅狊犲狊犪狀犱狅犫犼犲犮狋犻狏犲狊．犃狉犲狋犺犲狆狌狉狆狅狊犲狊犮犾犲犪狉犾狔狊狋犪狋犲犱犪狀犱狉犲犪犾犻狊狋犻犮？

犠犺犪狋狑犻犾犾犫犲狋犺犲犳狅犮狌狊狅犳狋犺犲狆狉狅犼犲犮狋，犪狀犱犻狊狋犺犲犳狅犮狌狊狊狌犮犮犻狀犮狋犾狔犾犪犻犱狅狌狋犻狀狑狉犻狋犻狀犵犳狅狉狋犺犲

犮狅犿犿狅狀狌狀犱犲狉狊狋犪狀犱犻狀犵狅犳犲狏犲狉狔狅狀犲犻狀狏狅犾狏犲犱？犗狀犲犪犾狊狅犺犪狊狋狅犮狅狀狊犻犱犲狉犻犳狋犺犲狉犲犻狊犪狉犲犪犾狀犲犲犱犳狅狉

狋犺犲狆狉狅犼犲犮狋，犺狅狑犻狋狑犻犾犾犫犲犳狌狀犱犲犱，犪狀犱犻犳狋犺犲犳狌狀犱犻狀犵犻狊狊狌犳犳犻犮犻犲狀狋狋狅狉犲犪犾犻狕犲狋犺犲狆狉狅犼犲犮狋犵狅犪犾狊．

犘狉狅犼犲犮狋狆犾犪狀狀犲狉狊狊犺狅狌犾犱犫犲狊狌狉犲狋犺犲狔狌狀犱犲狉狊狋犪狀犱狋犺犲犻狉犳狌狀犱犻狀犵犮狅狀犱犻狋犻狅狀狊，犪狀犱犿狌狊狋犫犲狊狌狉犲狋犺犪狋

狆狉狅犼犲犮狋狆犪狉狋犻犮犻狆犪狀狋狊犳狌犾犾狔犮狅犿狆狉犲犺犲狀犱狋犺狅狊犲犮狅狀犱犻狋犻狅狀狊犪狀犱犳犻狀犱狋犺犲犿犪犮犮犲狆狋犪犫犾犲．犘犾犪狀狀犲狉狊

狊犺狅狌犾犱犪犾狊狅犺犪狏犲犪犮犾犲犪狉犻犱犲犪狅犳狋犺犲犻狀狊狋犻狋狌狋犻狅狀犪犾狉犲犾犪狋犻狅狀狊犺犻狆狊狋犺犪狋犲狓犻狊狋犳狅狉狋犺犲狆狉狅犼犲犮狋，犪狀犱犺狅狑

狋犺犲狔犿犻犵犺狋犪犳犳犲犮狋狋犺犲狆狉狅犼犲犮狋狊狅犫犼犲犮狋犻狏犲狊．

犠犺犪狋犽犻狀犱狅犳狉犲犮狅狉犱犻狀犵犲狇狌犻狆犿犲狀狋狑犻犾犾犫犲狌狊犲犱犳狅狉狋犺犲狆狉狅犼犲犮狋？犇狅犲狊狋犺犲狀犪狋狌狉犲狅犳狋犺犲狆犾犪狀狀犲犱

犻狀狋犲狉狏犻犲狑狊犮犪犾犾犳狅狉狏犻犱犲狅狅狉犪狌犱犻狅狉犲犮狅狉犱犻狀犵？犗狀犲犺犪狊狋狅狋犪犽犲犻狀狋狅犪犮犮狅狌狀狋狋犺犲犫狌犱犵犲狋狑犺犲狀

犱犲犮犻犱犻狀犵狅狀狋犺犲犫犲狊狋狆狅狊狊犻犫犾犲犮犺狅犻犮犲狊犳狅狉犲狇狌犻狆犿犲狀狋．犜犺犲狇狌犪犾犻狋狔狅犳狋犺犲犲狇狌犻狆犿犲狀狋犺犲犾狆狊

犱犲狋犲狉犿犻狀犲犻犳狋犺犲狉犲犮狅狉犱犲犱犻狀狋犲狉狏犻犲狑狊狑犻犾犾犿犲犲狋犪狉犮犺犻狏犪犾狆狉犲狊犲狉狏犪狋犻狅狀狊狋犪狀犱犪狉犱狊．犜犺犲犻狀狋犲狉狏犻犲狑犲狉

狊犺狅狌犾犱狆狉犪犮狋犻犮犲狌狊犻狀犵狋犺犲犲狇狌犻狆犿犲狀狋狌狀狋犻犾犮狅犿狆犾犲狋犲犾狔犮狅犿犳狅狉狋犪犫犾犲狑犻狋犺犻狋．

犃狀狅狋犺犲狉犮狅狀犮犲狉狀犻狊狊犲犾犲犮狋犻狅狀狅犳狋犺犲犻狀狋犲狉狏犻犲狑犲狉狊犪狀犱犻狀狋犲狉狏犻犲狑犲犲狊．犘狉狅犼犲犮狋狆犾犪狀狀犲狉狊狀犲犲犱狋狅犫犲

狊狌狉犲狋犺犪狋狋犺犲狊犲犽犲狔狆犪狉狋犻犮犻狆犪狀狋狊犪狉犲狋犺犲犿狅狊狋犪狆狆狉狅狆狉犻犪狋犲狆犲狅狆犾犲狋狅犿犲犲狋狋犺犲狆狉狅犼犲犮狋狊狅犫犼犲犮狋犻狏犲狊．

犗狀犲犿狌狊狋犮狅狀狊犻犱犲狉狑犺狅狑犻犾犾犫犲犻狀狋犲狉狏犻犲狑犲犱，犫狔狑犺犪狋狊犲犾犲犮狋犻狅狀狆狉狅犮犲狊狊，犪狀犱犳狅狉狑犺犪狋狆狌狉狆狅狊犲．

犜犺犲犻狀狋犲狉狏犻犲狑犲狉狊狑犻犾犾狀犲犲犱狋狅犫犲犵狉狅狌狀犱犲犱犻狀狋犺犲犫犪犮犽犵狉狅狌狀犱狅犳狋犺犲狊狌犫犼犲犮狋．犜犺犲狔狑犻犾犾犪犾狊狅狀犲犲犱

狋狅犫犲狑犲犾犾狋狉犪犻狀犲犱犪狀犱狆狉狅狏犻犱犲犱狑犻狋犺犪犵狅狅犱犫犪狊犻犮狊犲狋狅犳狇狌犲狊狋犻狅狀狊狋狅犮狉犲犪狋犲狋犺犲犫犪犮犽犫狅狀犲狅犳狋犺犲

犻狀狋犲狉狏犻犲狑．

犛狌犮犺狇狌犲狊狋犻狅狀狊狀犲犲犱犲犱狋狅犫犲犪狀狊狑犲狉犲犱犻狀狅狀犲狅犳犿狔犳犪狏狅狉犻狋犲狉犲犮犲狀狋狆狉狅犼犲犮狋狊．犜犺犲犠犻狀狀犲犫犪犵狅

犛狋狌狉犵犲狅狀犎犻狊狋狅狉狔犘狉狅犼犲犮狋，犮狅狅狉犱犻狀犪狋犲犱犫狔狋犺犲犠犻狊犮狅狀狊犻狀犇犲狆犪狉狋犿犲狀狋狅犳犖犪狋狌狉犪犾犚犲狊狅狌狉犮犲狊狑犻狋犺

犪狊狊犻狊狋犪狀犮犲犳狉狅犿犪狏狅犾狌狀狋犲犲狉犵狉狅狌狆，犛狋狌狉犵犲狅狀犳狅狉犜狅犿狅狉狉狅狑，犱狅犮狌犿犲狀狋犲犱狋犺犲犻狉犲狓狋狉犪狅狉犱犻狀犪狉狔

犮狅狅狆犲狉犪狋犻狅狀犻狀狉犲狊狋狅狉犻狀犵狋犺犲狀犪狋犻狏犲狊狆犲犮犻犲狊狅犳犾犪犽犲狊狋狌狉犵犲狅狀犻狀狋犺犲狑犪狋犲狉狑犪狔狊狅犳狋犺犲犝狆狆犲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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犕犻犱狑犲狊狋．犜犺犲犇犲狆犪狉狋犿犲狀狋狅犳犖犪狋狌狉犪犾犚犲狊狅狌狉犮犲狊狑犪狀狋犲犱狋狅狉犲犮狅狉犱狋犺犲犺犻狊狋狅狉狔狅犳狋犺犻狊犲犳犳狅狉狋，犪狊

狑犲犾犾犪狊狋犺犲犺犻狊狋狅狉狔狅犳狋犺犲犻狀狋犲狉犪犮狋犻狅狀狊狅犳狆犲狅狆犾犲狑犻狋犺狋犺犻狊犳犻狊犺，狋犺狉狅狌犵犺狋犺犲犫狅狅犽犘犲狅狆犾犲狅犳狋犺犲

犛狋狌狉犵犲狅狀（２００９），犫犪狊犲犱犾犪狉犵犲犾狔狅狀狅狉犪犾犺犻狊狋狅狉狔犻狀狋犲狉狏犻犲狑狊狑犻狋犺狋犺犲犳狅狌狀犱犲狉狊狅犳犛狋狌狉犵犲狅狀犳狅狉

犜狅犿狅狉狉狅狑犪狀犱狅狋犺犲狉狊狑犺狅犺犲犾狆犲犱狉犲犵犲狀犲狉犪狋犲狋犺犲狊狋狌狉犵犲狅狀狆狅狆狌犾犪狋犻狅狀狋犺狉狅狌犵犺犪狀犻狀狀狅狏犪狋犻狏犲

犺犪狋犮犺犻狀犵狅狆犲狉犪狋犻狅狀．犐狋狉犪犻狀犲犱狋犺犲狏狅犾狌狀狋犲犲狉狊狑犺狅狑犲狀狋狅狌狋狋狅犮狅犾犾犲犮狋狊狋狅狉犻犲狊．犜犺犲狅狉犵犪狀犻狕犲狉狊狅犳

狋犺犲狆狉狅犼犲犮狋，犻狀犮犾狌犱犻狀犵犿狔狊犲犾犳，犳犲犾狋犻狋狑犪狊犻犿狆狅狉狋犪狀狋犳狅狉犻狀狋犲狉狏犻犲狑犲狉狊狋狅犻狀犮犾狌犱犲犿犲犿犫犲狉狊狅犳

犛狋狌狉犵犲狅狀犳狅狉犜狅犿狅狉狉狅狑，狊狅狋犺犪狋狋犺犲狔狑狅狌犾犱犺犪狏犲犲狊狋犪犫犾犻狊犺犲犱犪狀犱狋狉狌狊狋犲犱狉犲犾犪狋犻狅狀狊犺犻狆狊狑犻狋犺狋犺犲

狆犲狅狆犾犲狋犺犲狔狑狅狌犾犱犫犲犻狀狋犲狉狏犻犲狑犻狀犵，犪狊狑犲犾犾犪狊狋犺犲犾犲狏犲犾狅犳犽狀狅狑犾犲犱犵犲狀犲犲犱犲犱狋狅犪狊犽狋犺犲狉犻犵犺狋

狇狌犲狊狋犻狅狀狊．

犔犲犵犪犾犪狀犱犲狋犺犻犮犪犾犮狅狀犮犲狉狀狊犪犾狑犪狔狊狀犲犲犱狋狅犫犲犮狅狀狊犻犱犲狉犲犱．犐狀狋犺犲狊狋狌狉犵犲狅狀狆狉狅犼犲犮狋，狆狉狅犮犲犱狌狉犲狊

狀犲犲犱犲犱狋狅犫犲犮狉犲犪狋犲犱犪狀犱犳狅犾犾狅狑犲犱狋狅犪狊狊狌狉犲狋犺犪狋狋犺犲犻狀犱犻狏犻犱狌犪犾狊犫犲犻狀犵犻狀狋犲狉狏犻犲狑犲犱狑犲狉犲犪狑犪狉犲狅犳

犺狅狑狋犺犲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狋犺犲狔狆狉狅狏犻犱犲犱狑狅狌犾犱犫犲狌狊犲犱，犪狀犱狋狅犱犲犿狅狀狊狋狉犪狋犲狋犺犪狋狋犺犲犻狉狆犲狉犿犻狊狊犻狅狀犺犪犱

犫犲犲狀犵狉犪狀狋犲犱狋狅犿犪犽犲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犪狏犪犻犾犪犫犾犲狋狅狉犲狊犲犪狉犮犺犲狉狊狅狉狋犺犲狑犻犱犲狉狆狌犫犾犻犮．犅犲犳狅狉犲狊狌犮犺

狆狉狅犼犲犮狋狊犫犲犵犻狀，犻狋犻狊犻犿狆狅狉狋犪狀狋狋狅犱犲狏犲犾狅狆犪犾犲犵犪犾犾狔犪犮犮犲狆狋犪犫犾犲狉犲犾犲犪狊犲犳狅狉犿犳狅狉犫狅狋犺狋犺犲

犻狀狋犲狉狏犻犲狑犲狉（犪狊犪狉犲狆狉犲狊犲狀狋犪狋犻狏犲狅犳狋犺犲狆狉狅犼犲犮狋）犪狀犱狋犺犲狀犪狉狉犪狋狅狉狋狅狊犻犵狀．犃狊犲犮狅狀犱犮狅狆狔狅犳狋犺犲

犳狅狉犿狊犺狅狌犾犱犫犲狅犳犳犲狉犲犱狋狅狋犺犲狀犪狉狉犪狋狅狉狋狅犽犲犲狆，犪狊犪狉犲犿犻狀犱犲狉狅犳狋犺犲狆狅犾犻犮犻犲狊犪狀犱狋犲狉犿狊犾犪犻犱狅狌狋

犻狀狋犺犲犪犵狉犲犲犿犲狀狋犪狀犱狋狅狆狉狅狏犻犱犲犮狅狀狋犪犮狋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狊狅狋犺犪狋狋犺犲狀犪狉狉犪狋狅狉犮犪狀犮狅狀狋犪犮狋犲犻狋犺犲狉狋犺犲

犻狀狋犲狉狏犻犲狑犲狉狅狉狋犺犲狆狉狅犼犲犮狋狑犻狋犺犳狌狋狌狉犲狇狌犲狊狋犻狅狀狊犪狀犱犮狅狀犮犲狉狀狊．犜犺犲狉犲犾犲犪狊犲犳狅狉犿犮犪狀犻狀犱犻犮犪狋犲狋狅

狋犺犲狀犪狉狉犪狋狅狉狋犺犲狅犫犼犲犮狋犻狏犲狊狅犳狋犺犲狆狉狅犼犲犮狋，狑犺犲狉犲狋犺犲犿犪狋犲狉犻犪犾狑犻犾犾犫犲犱犲狆狅狊犻狋犲犱犪狀犱犺狅狑犻狋狑犻犾犾

犫犲狌狊犲犱，犪狀犱狊犺狅狌犾犱犻狀犮犾狌犱犲犪狊狋犪狋犲犿犲狀狋犻狀犳狅狉犿犻狀犵狋犺犲狀犪狉狉犪狋狅狉狋犺犪狋犺犲／狊犺犲犻狊狀狅狋犵犻狏犻狀犵犪狑犪狔

犺犻狊／犺犲狉狉犻犵犺狋狊狋狅狋犺犲犿犪狋犲狉犻犪犾犫狔狊犻犵狀犻狀犵狋犺犲犳狅狉犿．犜犺犲犻狀狋犲狉狏犻犲狑犲狉狊犺狅狌犾犱犱犻狊犮狌狊狊狋犺犲狉犲犾犲犪狊犲

犳狅狉犿狑犻狋犺狋犺犲狀犪狉狉犪狋狅狉犫犲犳狅狉犲狋犺犲犻狀狋犲狉狏犻犲狑犫犲犵犻狀狊，犪狀犱犪犾狊狅犫犲狊狌狉犲狋犺犲狀犪狉狉犪狋狅狉狌狀犱犲狉狊狋犪狀犱狊

狋犺犪狋狋犺犲狔犺犪狏犲狋犺犲狉犻犵犺狋狋狅狉犲犳狌狊犲狋狅犱犻狊犮狌狊狊犮犲狉狋犪犻狀狊狌犫犼犲犮狋狊，犮犪狀狊犲犪犾狆狅狉狋犻狅狀狊狅犳狋犺犲犻狀狋犲狉狏犻犲狑，

狅狉狉犲犿犪犻狀犪狀狅狀狔犿狅狌狊．

犎狅狑狋狅犐狀狋犲狉狏犻犲狑

犐狋犻狊犫犲狊狋狋狅犫犲犵犻狀犪狉犲犮狅狉犱犲犱犻狀狋犲狉狏犻犲狑犫狔狊狋犪狋犻狀犵狋犺犲狀犪犿犲狅犳狋犺犲犻狀狋犲狉狏犻犲狑犲狉，狋犺犲狀犪犿犲狅犳狋犺犲

狀犪狉狉犪狋狅狉，狋犺犲犱犪狋犲犪狀犱狆犾犪犮犲狅犳狋犺犲犻狀狋犲狉狏犻犲狑，犪狀犱狋犺犲狊狌犫犼犲犮狋狅犳狋犺犲犻狀狋犲狉狏犻犲狑．犜犺犻狊狀狅狋狅狀犾狔

狊犲狋狊犪犳狉犪犿犲犳狅狉狋犺犲犻犿犿犻狀犲狀狋犮狅狀狏犲狉狊犪狋犻狅狀，犻狋犪犾狊狅狆狉狅狏犻犱犲狊犪犱犻犵犻狋犪犾狉犲犮狅狉犱狋狅犪狌犵犿犲狀狋狋犺犲

狋狉犪狀狊犮狉犻狆狋犪狀犱犮犪狋犪犾狅犵犱犲狊犮狉犻狆狋犻狅狀狅犳狋犺犲犻狀狋犲狉狏犻犲狑．犠犺犲狀犐犻狀狋犲狉狏犻犲狑，犐狌狊狌犪犾犾狔犫犲犵犻狀犫狔犪狊犽犻狀犵

犳狅狉犫犻狅犵狉犪狆犺犻犮犪犾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狊犻狀犮犲犻狋狆狉狅狏犻犱犲狊狌狊犲犳狌犾犫犪犮犽犵狉狅狌狀犱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犳狅狉狋犺犲狉犲狊狋狅犳狋犺犲

犻狀狋犲狉狏犻犲狑犪狀犱犺犲犾狆狊狋狅犲狊狋犪犫犾犻狊犺犮狅狀狋犲狓狋犳狅狉犾犪狋犲狉狇狌犲狊狋犻狅狀狊．犐狀狋犲狉狏犻犲狑犲狉狊狌狊狌犪犾犾狔狑犪狀狋犻狀犻狋犻犪犾犾狔狋狅

犳犻狀犱狅狌狋狑犺犲狀犪狀犱 狑犺犲狉犲犪狀犪狉狉犪狋狅狉狑犪狊犫狅狉狀，狋犺犲犮狅犿狆狅狊犻狋犻狅狀狅犳狋犺犲犻狉犳犪犿犻犾狔，犪狀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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狅犮犮狌狆犪狋犻狅狀犪犾，犲狋犺狀犻犮犪狀犱／狅狉狉犲犾犻犵犻狅狌狊犫犪犮犽犵狉狅狌狀犱．犝狊狌犪犾犾狔，狋犺犲狊犲犫犻狅犵狉犪狆犺犻犮犪犾狇狌犲狊狋犻狅狀狊犪狉犲犲犪狊狔

狋狅犪狀狊狑犲狉，犪狀犱犮犪狀犺犲犾狆狋犺犲犻狀狋犲狉狏犻犲狑犲犲狉犲犾犪狓犪狀犱犫犲犻狀狋犺犲犿狅狅犱犳狅狉狉犲犮犪犾犾犻狀犵犱犲狋犪犻犾狊．犐狌狊狌犪犾犾狔

狊犪狏犲狋犺犲狇狌犲狊狋犻狅狀狊狋犺犪狋狉犲狇狌犻狉犲犾狅狋狊狅犳狉犲犳犾犲犮狋犻狅狀犪狀犱犪犫狊狋狉犪犮狋狋犺狅狌犵犺狋狌狀狋犻犾狋犺犲犲狀犱狅犳狋犺犲

犻狀狋犲狉狏犻犲狑．

犜犺犲犫犲狊狋犻狀狋犲狉狏犻犲狑狇狌犲狊狋犻狅狀狊犪狉犲狅狆犲狀犲狀犱犲犱，狉犲狇狌犻狉犻狀犵犿狅狉犲狋犺犪狀犪“狔犲狊”狅狉“狀狅”犪狀狊狑犲狉．

犐狀狊狋犲犪犱狅犳犪狊犽犻狀犵“犇犻犱狔狅狌犾犻犽犲狔狅狌狉犳犻狉狊狋犼狅犫？”狋狉狔犪狊犽犻狀犵，“犠犺犪狋狑犪狊犻狋犾犻犽犲狋狅犫犲狋犺犲狅狀犾狔

狋犲犲狀犪犵犲狉狑狅狉犽犻狀犵犪狋狋犺犲狆犻犮犽犾犲犳犪犮狋狅狉狔？”狅狉“犜犲犾犾犿犲犪犫狅狌狋狔狅狌狉犳犻狉狊狋犼狅犫．”犛狋犪狋犲犿犲狀狋狊犫狔狋犺犲

犻狀狋犲狉狏犻犲狑犲狉犪狉犲狅犳狋犲狀犿狅狉犲犲犳犳犲犮狋犻狏犲狋犺犪狀狇狌犲狊狋犻狅狀狊．“犐犱犾犻犽犲狋狅犽狀狅狑犲狏犲狉狔狋犺犻狀犵狔狅狌狉犲犿犲犿犫犲狉

犪犫狅狌狋狋犺犲狆犻犮犽犾犲犳犪犮狋狅狉狔”犾犲狋狊狋犺犲狀犪狉狉犪狋狅狉犽狀狅狑犺犲犮犪狀犵犻狏犲犪狀犲狓狋犲狀犱犲犱犪狀狊狑犲狉．犠犺犻犾犲犻狋犻狊

犪犾狑犪狔狊犵狅狅犱狋狅犺犪狏犲犪犫犪狊犻犮犾犻狊狋狅犳狇狌犲狊狋犻狅狀狊狅狉狋狅狆犻犮狊狋犺犪狋犲狏犲狉狔犻狀狋犲狉狏犻犲狑犲狉犺犪狊犪犮犮犲狊狊狋狅犱狌狉犻狀犵

狋犺犲犻狀狋犲狉狏犻犲狑，犻狋犻狊犪犾狊狅犻犿狆狅狉狋犪狀狋狋狅狉犲犿犲犿犫犲狉狋犺犪狋犻狋犻狊狏犲狉狔犾犻犽犲犾狔狋犺犪狋犪犱犱犻狋犻狅狀犪犾狇狌犲狊狋犻狅狀狊狑犻犾犾

犲犿犲狉犵犲犻狀狋犺犲犮狅狌狉狊犲狅犳狋犺犲犻狀狋犲狉狏犻犲狑，犱犲狆犲狀犱犻狀犵狅狀狋犺犲犽狀狅狑犾犲犱犵犲犪狀犱犻狀犮犾犻狀犪狋犻狅狀狊狅犳狋犺犲

狀犪狉狉犪狋狅狉．犖犪狉狉犪狋狅狉狊狊犺狅狌犾犱犫犲犪犾犾狅狑犲犱狋狅犪狀狊狑犲狉狇狌犲狊狋犻狅狀狊犪狊犳狉犲犲犾狔犪狊狆狅狊狊犻犫犾犲．犜犺犪狋犿犲犪狀狊狋犺犪狋

狋犺犲犻狀狋犲狉狏犻犲狑犲狉狑犻犾犾狀犲犲犱狋狅犾犻狊狋犲狀犮犪狉犲犳狌犾犾狔—犪狀犱狋犪犽犲狀狅狋犲狊狋狅狉犲犿犻狀犱犺犲狉狊犲犾犳犻犳狀犲狑狋狅狆犻犮狊犪狉犲

狉犪犻狊犲犱，狅狉犻犳犮犾犪狉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狊狀犲犲犱狋狅犫犲犿犪犱犲，狊狅狋犺犪狋狋犺犲狊犲狋犺犻狀犵狊犮犪狀犫犲犪犱犱狉犲狊狊犲犱犾犪狋犲狉，狑犻狋犺狅狌狋

犻狀狋犲狉狉狌狆狋犻狀犵狋犺犲狀犪狉狉犪狋狅狉．

犛狅犿犲狋犻犿犲狊“狆狉狅狆狊”犮犪狀犪狊狊犻狊狋犻狀犪狀犻狀狋犲狉狏犻犲狑—狊犺犪狉犻狀犵狆犺狅狋狅犵狉犪狆犺狊，犳狅狉犲狓犪犿狆犾犲，狅狉犪狊犽犻狀犵狋犺犲

狀犪狉狉犪狋狅狉狋狅犱犲犿狅狀狊狋狉犪狋犲犺狅狑犪狆犪狉狋犻犮狌犾犪狉狋狅狅犾狑狅狉犽狊犮犪狀犪狊狊犻狊狋狋犺犲犻狀狋犲狉狏犻犲狑犲狉狊狌狀犱犲狉狊狋犪狀犱犻狀犵

犪狀犱犫狌犻犾犱犲狀狋犺狌狊犻犪狊犿犻狀狋犺犲狀犪狉狉犪狋狅狉．犜犺犲狊犲狆狉狅狆狊犮犪狀犪犾狊狅狆狉狅犿狆狋狋犺犲犻狀狋犲狉狏犻犲狑犲狉狋狅犪狊犽犮狉犻狋犻犮犪犾

狇狌犲狊狋犻狅狀狊犪狀犱犺犲犾狆狋犺犲狀犪狉狉犪狋狅狉狉犲犮犪犾犾犲狊狊犲狀狋犻犪犾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

犈狏犲狉狔犻狀狋犲狉狏犻犲狑犫犲犮狅犿犲狊犪狀狅狆狆狅狉狋狌狀犻狋狔狋狅犻犿狆狉狅狏犲狋犺犲狀犲狓狋犻狀狋犲狉狏犻犲狑，犫狅狋犺犪狋狋犺犲犻狀狋犲狉犪犮狋犻狏犲

犪狀犱犻狀狋犲狉狆狉犲狋犻狏犲犾犲狏犲犾狊．犅狅狋犺狋犺犲犻狀狋犲狉狏犻犲狑犲狉犪狀犱狅狋犺犲狉狆狉狅犼犲犮狋狊狋犪犳犳犮犪狀犾犻狊狋犲狀狋狅狋犺犲犻狀狋犲狉狏犻犲狑狋狅

犪狊狊犲狊狊狋犺犲狌狊犲犳狌犾狀犲狊狊狅犳狋犺犲犮狅狀狋犲狀狋．犠犺犪狋狋狔狆犲狅犳狇狌犲狊狋犻狅狀狊狆狉狅犱狌犮犲犱狋犺犲犿狅狊狋狌狊犲犳狌犾犪狀狊狑犲狉狊？

犠犺犪狋犱狅狋犺犲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狋狔狆犲狊狅犳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犮狅犾犾犲犮狋犲犱—犳狅狉犲狓犪犿狆犾犲，犳犪犮狋狊，狆犲狉犮犲狆狋犻狅狀狊，

犻狀狋犲狉狆狉犲狋犪狋犻狅狀狊，犼狌犱犵犿犲狀狋狊，狅狉犪狋狋犻狋狌犱犲狊—犮狅狀狋狉犻犫狌狋犲狋狅狌狀犱犲狉狊狋犪狀犱犻狀犵？犇狅犪犱犱犻狋犻狅狀犪犾狇狌犲狊狋犻狅狀狊

犪狉犻狊犲狋犺犪狋狀犲犲犱狋狅犫犲犪狀狊狑犲狉犲犱？犇狅犲狊狋犺犲犮狅狀狋犲狀狋犮狅狀狋狉犻犫狌狋犲狋狅狋犺犲狅狏犲狉犪犾犾犵狅犪犾狊狅犳狋犺犲狆狉狅犼犲犮狋？

犃犳狋犲狉狋犺犲犐狀狋犲狉狏犻犲狑

犃犳狋犲狉狋犺犲犻狀狋犲狉狏犻犲狑，狆狉狅犮犲狊狊犻狀犵狅犳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犻狊狋犺犲狀犲狓狋犻犿狆狅狉狋犪狀狋狊狋犲狆．犈犪犮犺犻狀狋犲狉狏犻犲狑犲狉

狊犺狅狌犾犱狊犪狏犲狋犺犲狉犲犮狅狉犱犲犱犻狀狋犲狉狏犻犲狑（狑犺犲狋犺犲狉狋犪狆犲，犆犇，犱犻犵犻狋犪犾犱狅犮狌犿犲狀狋狅狉狅狋犺犲狉犳狅狉犿），狀狅狋犲狊，

犪狀犱犪狀狔狅狋犺犲狉犱狅犮狌犿犲狀狋犪狋犻狅狀狋犺犪狋狋犺犲犻狀狋犲狉狏犻犲狑犲狉犪犮犮狌犿狌犾犪狋犲犱．犈狏犲狉狔狋犺犻狀犵狊犺狅狌犾犱犫犲犾犪犫犲犾犲犱

狑犻狋犺狀犪犿犲狊，犱犪狋犲狊，犪狀犱狆犾犪犮犲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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犜犺犲狅狉犻犵犻狀犪犾狉犲犮狅狉犱犻狀犵狑犻犾犾犫犲狋犺犲犪狉犮犺犻狏犪犾犿犪狊狋犲狉，犳狉狅犿狑犺犻犮犺犮狅狆犻犲狊犿犪狔犫犲犿犪犱犲犳狅狉犳狌狉狋犺犲狉

狌狊犲．犉狅狉犱犻犵犻狋犪犾狉犲犮狅狉犱犻狀犵狊，狋犺犻狊狑犻犾犾犫犲狋犺犲狆狉犻犿犪狉狔犮狅狆狔狋狉犪狀狊犳犲狉狉犲犱狋狅狋犺犲狉犲狆狅狊犻狋狅狉狔．犃狉犮犺犻狏犪犾

犿犪狊狋犲狉狊，狑犺犲狋犺犲狉犪狀犪犾狅犵狅狉犱犻犵犻狋犪犾，狊犺狅狌犾犱犫犲狊狋狅狉犲犱犻狀犪狊犪犳犲狆犾犪犮犲．犐狋犻狊犪犾狑犪狔狊狑犻狊犲狋狅犽犲犲狆

犿狌犾狋犻狆犾犲犮狅狆犻犲狊狅犳狉犲犮狅狉犱犻狀犵狊犪狀犱犻狀犿狌犾狋犻狆犾犲犳狅狉犿狊—犳狅狉犲狓犪犿狆犾犲，狋犲狓狋狌犪犾狋狉犪狀狊犮狉犻狆狋犻狅狀狊—犪狀犱犻犳

狆狅狊狊犻犫犾犲犺犪狏犲犪狆犾犪狀狋狅犿犻犵狉犪狋犲狉犲犮狅狉犱犻狀犵狊狋狅狀犲狑犿犲犱犻犪狅狏犲狉狋犻犿犲．

犐犱犲犪犾犾狔，狉犲犮狅狉犱犲犱犻狀狋犲狉狏犻犲狑狊狊犺狅狌犾犱犫犲犻狀犱犲狓犲犱犪狀犱狋狉犪狀狊犮狉犻犫犲犱犪狊狊狅狅狀犪狊狆狅狊狊犻犫犾犲犪犳狋犲狉狋犺犲

犻狀狋犲狉狏犻犲狑．犜狉犪狀狊犮狉犻狆狋犻狅狀狊狊犺狅狌犾犱犫犲犱狅狀犲犳狉狅犿犪犮狅狆狔狅犳狋犺犲狅狉犻犵犻狀犪犾狉犲犮狅狉犱犻狀犵（狋犺犲犪狉犮犺犻狏犪犾

犿犪狊狋犲狉）．犃狋狉犪狀狊犮狉犻犫犻狀犵狊狋狔犾犲犿犪狀狌犪犾狊犺狅狌犾犱犫犲狆狉狅狏犻犱犲犱犳狅狉犫狅狋犺狏狅犾狌狀狋犲犲狉犪狀犱狆犪犻犱狋狉犪狀狊犮狉犻犫犲狉狊

狋狅犵狌犪狉犪狀狋犲犲犮狅狀狊犻狊狋犲狀犮狔．犛犻狀犮犲犮狉犲犪狋犻狀犵犪犮狅犿狆犾犲狋犲狋狉犪狀狊犮狉犻狆狋犮犪狀犫犲狊狅狋犻犿犲犮狅狀狊狌犿犻狀犵，犪狀狅狉犪犾

犺犻狊狋狅狉狔狆狉狅犼犲犮狋狊犺狅狌犾犱犪狋犪犿犻狀犻犿狌犿狊狌狆狆犾狔犳狌狋狌狉犲狌狊犲狉狊狑犻狋犺犪狀犻狀犱犲狓狋犺犪狋狆狉狅狏犻犱犲狊犪狋犻犿犲犮狅狌狀狋

狑犻狋犺狊狌犫犼犲犮狋狊犮狅狏犲狉犲犱犱狌狉犻狀犵狋犺犪狋狋犻犿犲．

犜犺犲狊狋犪犳犳犻狀犮犺犪狉犵犲狅犳狋犺犲狉犲狆狅狊犻狋狅狉狔犪狉犲狀狅狋狅狀犾狔犮犺犪狉犵犲犱狑犻狋犺狆狉犲狊犲狉狏犻狀犵狋犺犲犿犪狋犲狉犻犪犾犵犪狋犺犲狉犲犱

犱狌狉犻狀犵狋犺犲狅狉犪犾犺犻狊狋狅狉狔狆狉狅犼犲犮狋，狋犺犲狔犪犾狊狅犺犪狏犲狋犺犲狉犲狊狆狅狀狊犻犫犻犾犻狋狔狅犳狅狉犵犪狀犻狕犻狀犵狋犺犲犿犪狋犲狉犻犪犾狊，

犮犪狋犪犾狅犵犻狀犵狋犺犲犿，犪狀犱犱犲狏犲犾狅狆犻狀犵犳犻狀犱犻狀犵犪犻犱狊狋狅犺犲犾狆狉犲狊犲犪狉犮犺犲狉狊犪狀犱狋犺犲犾犪狉犵犲狉狆狌犫犾犻犮犿犪犽犲

犲犳犳犲犮狋犻狏犲狌狊犲狅犳狋犺犲犿．犆犪狋犪犾狅犵犻狀犵狊犺狅狌犾犱犻狀犮犾狌犱犲犪狆狆狉狅狆狉犻犪狋犲犪犮犽狀狅狑犾犲犱犵犿犲狀狋犪狀犱犮狉犲犱犻狋狋狅狋犺犲

犻狀狋犲狉狏犻犲狑犲狉，犪狀犱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犪犫狅狌狋犪狏犪犻犾犪犫犻犾犻狋狔狅犳狉犲犮狅狉犱犻狀犵狊犳狅狉狉犲狊犲犪狉犮犺狌狊犲．

犗狉犪犾犺犻狊狋狅狉狔狆狉狅犼犲犮狋狊狅犳狋犲狀犪狉犲狆犾犪狀狀犲犱狋狅狉犲狊狌犾狋犻狀狊狅犿犲犻狀狋犲狀犱犲犱狆狉狅犱狌犮狋：犪犫狅狅犽，犪狀犲狓犺犻犫犻狋，犪狀

犪狌犱犻狅狅狉狏犻犱犲狅犱狅犮狌犿犲狀狋犪狉狔，犪狑犲犫狊犻狋犲，狅狉狊狅犿犲狋犻犿犲狊犿狌犾狋犻狆犾犲狆狉狅犱狌犮狋狊．犅狌狋狋犺犲狉犲狆狅狊犻狋狅狉犻犲狊狋犺犪狋犺狅犾犱

犪狀犱犮犪狋犪犾狅犵狋犺犲狆狉狅犼犲犮狋犻狀狋犲狉狏犻犲狑狊狆狉狅狏犻犱犲犪犱犱犻狋犻狅狀犪犾狆狅狋犲狀狋犻犪犾狌狊犲狊犫犲犮犪狌狊犲狊狌犮犺狆狉狅犼犲犮狋狊犪狉犲狏犪犾狌犪犫犾犲

狀狅狋狅狀犾狔犳狅狉狋犺犲犻狉犻狀狋犲狀犱犲犱狆狌狉狆狅狊犲，犫狌狋犪犾狊狅犳狅狉犳狌狋狌狉犲狉犲狊犲犪狉犮犺犪狀犱犿犲犱犻犪．

犐狀狋犲狉犪犮狋犻狅狀，犚犲狆狉犲狊犲狀狋犪狋犻狅狀犪狀犱犐狀狋犲狉狆狉犲狋犪狋犻狅狀

犃狊狑犲犮狅狀狊犻犱犲狉狋犺犲犲狓狆犪狀犱犪犫犾犲狌狊犲狊狅犳狅狉犪犾犺犻狊狋狅狉犻犲狊，狑犲犺犪狏犲狋狅狉犲犿犲犿犫犲狉狋犺犪狋犪犮狉犻狋犻犮犪犾

犪狆狆狉狅犪犮犺狋狅狋犺犲狅狉犪犾狋犲狊狋犻犿狅狀狔犪狀犱犻狀狋犲狉狆狉犲狋犪狋犻狅狀狊犻狊狀犲犮犲狊狊犪狉狔．犖狅狋犲狏犲狉狔狋犺犻狀犵狉犲狏犲犪犾犲犱犻狀犪

狆犲狉狊狅狀犪犾狋犲狊狋犻犿狅狀狔犻狊狊狅犾犲犾狔犫犪狊犲犱狅狀犳犪犮狋，犪犾狋犺狅狌犵犺犿犪狀狔犿犻犵犺狋狊犲犲犪犾犪狉犵犲狉狋狉狌狋犺犲犿犲狉犵犻狀犵犳狉狅犿

狊狌犮犺狊狋狅狉犻犲狊．犉狅狉犲狓犪犿狆犾犲，犃犾犲狊狊犪狀犱狉狅犘狅狉狋犲犾犾犻（１９９１）犳犪犿狅狌狊犾狔犺犪狊犱犲狊犮狉犻犫犲犱狅狉犪犾犪犮犮狅狌狀狋狊狅犳

狋犺犲犱犲犪狋犺狅犳犐狋犪犾犻犪狀狊狋犲犲犾狑狅狉犽犲狉犔狌犻犵犻犜狉犪狊狋狌犾犾犻，狊犺狅狋犱狌狉犻狀犵犪狑狅狉犽犲狉狊狉犪犾犾狔，狑犺犻犮犺狋狔狆犻犮犪犾犾狔犵犲狋

狑狉狅狀犵狋犺犲犱犪狋犲，狆犾犪犮犲，犪狀犱狉犲犪狊狅狀犳狅狉犺犻狊犱犲犪狋犺．犘狅狉狋犲犾犾犻狊犺狅狑狊狋犺犪狋狀犪狉狉犪狋狅狉狊狋狉犪狀狊犾犪狋犲狋犺犲犳犪犮狋狊

狅犳犜狉犪狊狋狌犾犾犻狊犱犲犪狋犺犻狀狋狅犪狀犪狉狉犪狋犻狏犲狋犺犪狋犿犪犽犲狊犿狅狉犲狊犲狀狊犲狋狅狋犺犲犿．犃狊犘狅狉狋犲犾犾犻狊犪狔狊，狋犺犲狅狉犪犾

狊狅狌狉犮犲狊犺犲犮狅犾犾犲犮狋犲犱 “犪狉犲狀狅狋犪犾狑犪狔狊犳狌犾犾狔狉犲犾犻犪犫犾犲犻狀狆狅犻狀狋狅犳犳犪犮狋．犚犪狋犺犲狉狋犺犪狀犫犲犻狀犵犪

狑犲犪犽狀犲狊狊，狋犺犻狊犻狊，犺狅狑犲狏犲狉，狋犺犲犻狉狊狋狉犲狀犵狋犺：犲狉狉狅狉狊，犻狀狏犲狀狋犻狅狀狊，犪狀犱犿狔狋犺狊犾犲犪犱狌狊狋犺狉狅狌犵犺犪狀犱

犫犲狔狅狀犱犳犪犮狋狊狋狅狋犺犲犻狉犿犲犪狀犻狀犵狊”（狆．２）．



——— ２９８　　

犕犪狉狔犕犪狉狊犺犪犾犾犆犾犪狉犽（２０１２），犇犻狉犲犮狋狅狉狅犳狋犺犲犆犲狀狋犲狉犳狅狉犗狉犪犾犎犻狊狋狅狉狔犪狋犆狅犾狌犿犫犻犪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

狉犲犿犻狀犱狊狌狊狋犺犪狋狅狉犪犾犺犻狊狋狅狉狔犻狊犾犲狊狊犱狅犮狌犿犲狀狋犪狉狔狑狅狉犽狋犺犪狀犪犳狅狉犿狅犳犺狌犿犪狀犲狓犮犺犪狀犵犲．犗狉犪犾

犺犻狊狋狅狉狔犲狊狋犪犫犾犻狊犺犲狊犪“犵狉狅狌狀犱狅犳犿犲犪狀犻狀犵”犳狉狅犿狑犺犻犮犺狊狋狅狉狔犮犪狀犫犲狌狀犱犲狉狊狋狅狅犱．

犕犪狀狔狅狉犪犾犺犻狊狋狅狉犻犪狀狊犻狀狋犺犲犝狀犻狋犲犱犛狋犪狋犲狊犪犵狉犲犲狋犺犪狋狅狉犪犾犺犻狊狋狅狉狔犻狀狏狅犾狏犲狊犪犱犻犪犾狅犵狌犲犫犲狋狑犲犲狀狋犺犲

犻狀狋犲狉狏犻犲狑犲狉犪狀犱狋犺犲犻狀狋犲狉狏犻犲狑犲犲．犐狀狅狋犺犲狉狑狅狉犱狊，狋犺犲犻狀狋犲狉狏犻犲狑犲狉犻狊犪狊犻犵狀犻犳犻犮犪狀狋狆犪狉狋狅犳狋犺犲狋犲狓狋

犫犲犻狀犵犮狉犲犪狋犲犱．犜犺犲犻狀狋犲狉狏犻犲狑犲狉狊狇狌犲狊狋犻狅狀狊犮狅犿犲犳狉狅犿犪狆犪狉狋犻犮狌犾犪狉犳狉犪犿犲狅犳狉犲犳犲狉犲狀犮犲，犪狀犱

狉犲犳犾犲犮狋犺犲狉犲狓狆犲狉犻犲狀犮犲犪狀犱狆狉犲狆犪狉犪狋犻狅狀，犪狀犱狋犺狌狊狑犻犾犾犲犾犻犮犻狋狆犪狉狋犻犮狌犾犪狉狉犲狊狆狅狀狊犲狊犳狉狅犿狋犺犲狆犲狉狊狅狀

犫犲犻狀犵犻狀狋犲狉狏犻犲狑犲犱．犐狀狋狌狉狀，狋犺犲犻狀狋犲狉狏犻犲狑犲犲狊狉犲狊狆狅狀狊犲狊狑犻犾犾狉犲犳犾犲犮狋狑犺犪狋狊犺犲犳犲犲犾狊犻狊犻犿狆狅狉狋犪狀狋

犳狅狉狋犺犲犻狀狋犲狉狏犻犲狑犲狉狋狅狌狀犱犲狉狊狋犪狀犱．犜狅犵犲狋犺犲狉，犫狅狋犺狆犲狅狆犾犲狊犺犪狆犲狋犺犲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狉犲狊狌犾狋犻狀犵犳狉狅犿

狋犺犲犻狀狋犲狉狏犻犲狑．犃狀犱狋犺狌狊，犪狊犔犻狀犱犪犛犺狅狆犲狊（２０１２），犳狅狉犿犲狉狆狉犲狊犻犱犲狀狋狅犳狋犺犲犗狉犪犾犎犻狊狋狅狉狔

犃狊狊狅犮犻犪狋犻狅狀，犺犪狊狆狅犻狀狋犲犱狅狌狋，“犻狀犮狅狀狊犻狊狋犲狀犮犻犲狊犪狀犱犮狅狀犳犾犻犮狋狊犪犿狅狀犵犻狀犱犻狏犻犱狌犪犾犻狀狋犲狉狏犻犲狑狊犪狀犱

犫犲狋狑犲犲狀犻狀狋犲狉狏犻犲狑狊犪狀犱狅狋犺犲狉犲狏犻犱犲狀犮犲狆狅犻狀狋狋狅狋犺犲犻狀犺犲狉犲狀狋犾狔狊狌犫犼犲犮狋犻狏犲狀犪狋狌狉犲狅犳狅狉犪犾犺犻狊狋狅狉狔．

犗狉犪犾犺犻狊狋狅狉狔犻狊狀狅狋狊犻犿狆犾狔犪狀狅狋犺犲狉狊狅狌狉犮犲，狋狅犫犲犲狏犪犾狌犪狋犲犱狌狀狆狉狅犫犾犲犿犪狋犻犮犪犾犾狔犾犻犽犲犪狀狔狅狋犺犲狉

犺犻狊狋狅狉犻犮犪犾狊狅狌狉犮犲”（狀．狆．）．犃狀狅狉犪犾犺犻狊狋狅狉狔犻狀狋犲狉狏犻犲狑犻狊狀狅狋狊犻犿狆犾狔狉犪狑犱犪狋犪．犅犲犮犪狌狊犲犻狋狉犲犾犻犲狊狅狀

犿犲犿狅狉狔，犪狀犻狀狋犲狉狏犻犲狑犮犪狀犲犪狊犻犾狔犻狀犮犾狌犱犲犳犪狌犾狋狔犿犲犿狅狉犻犲狊犪狀犱犻犿狆狉犲犮犻狊犲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犱犪狋犲狊犮犪狀

犫犲狑狉狅狀犵，犪狊犮犪狀狀犪犿犲狊犪狀犱狆犾犪犮犲狊，犪狀犱犲狏犲狀狋狊犿犪狔犫犲犿犻狊狉犲犿犲犿犫犲狉犲犱．犈狏犲狀狋犺狅狌犵犺犵狅狅犱狅狉犪犾

犺犻狊狋狅狉犻犪狀狊狆狉犲狆犪狉犲犮犪狉犲犳狌犾犾狔犫犲犳狅狉犲犻狀狋犲狉狏犻犲狑狊狑犻狋犺犫犪犮犽犵狉狅狌狀犱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犪狀犱犮犪狉犲犳狌犾犾狔

狆狉犲狆犪狉犲犱狇狌犲狊狋犻狅狀狊，狋犺犲狔犪狉犲犾犻犽犲犾狔狋狅犫犲犿狅狉犲犪狋狋狌狀犲犱狋狅“狊狅犮犻犪犾犿犲犿狅狉狔”—狋犺犲犾犪狉犵犲狉犮狅狀狋犲狓狋—

狋犺犪狀狋狅犻狀犱犻狏犻犱狌犪犾犿犲犿狅狉犻犲狊．

犕狅狊狋犮狅狀狋犲犿狆狅狉犪狉狔犃犿犲狉犻犮犪狀狅狉犪犾犺犻狊狋狅狉犻犪狀狊犲犿狆犺犪狊犻狕犲狋犺犪狋狅狉犪犾犺犻狊狋狅狉犻犲狊狀犲犲犱狋狅犫犲犮狅狀狊犻犱犲狉犲犱犪狊

犻狀狋犲狉狆狉犲狋犻狏犲犲狏犲狀狋狊—犮狅犿狆狉犲狊狊犻狀犵狔犲犪狉狊狅犳犾犻狏犻狀犵犻狀狋狅狉犲犾犪狋犻狏犲犾狔犫狉犻犲犳犻狀狋犲狉狏犻犲狑狊，狉犲犾狔犻狀犵犺犲犪狏犻犾狔狅狀

狊犲犾犲犮狋犻狅狀狅犳犱犲狋犪犻犾犪狀犱狅犳狏狅犻犮犲—犿狌犮犺犿狅狉犲狋犺犪狀犳犪犮狋犳犻狀犱犻狀犵犲狏犲狀狋狊．犛犺狅狆犲（２０１２）狊狌犵犵犲狊狋狊狋犺犪狋

犻狀狋犲狉狏犻犲狑狊犪狉犲“狊狋狅狉犻犲犱犪犮犮狅狌狀狋狊狅犳狋犺犲狆犪狊狋狉犲犮狅狌狀狋犲犱犻狀狋犺犲狆狉犲狊犲狀狋．．．犈犪犮犺犻狀狋犲狉狏犻犲狑犻狊犪狉犲狊狆狅狀狊犲

狋狅犪狆犪狉狋犻犮狌犾犪狉狆犲狉狊狅狀犪狀犱狊犲狋狅犳狇狌犲狊狋犻狅狀狊，犪狊狑犲犾犾犪狊狋狅狋犺犲狀犪狉狉犪狋狅狉狊犻狀狀犲狉狀犲犲犱狋狅犿犪犽犲狊犲狀狊犲狅犳

犲狓狆犲狉犻犲狀犮犲．犠犺犪狋犻狊狊犪犻犱犪犾狊狅犱狉犪狑狊狌狆狅狀狋犺犲狀犪狉狉犪狋狅狉狊犾犻狀犵狌犻狊狋犻犮犮狅狀狏犲狀狋犻狅狀狊犪狀犱犮狌犾狋狌狉犪犾犪狊狊狌犿狆狋犻狅狀狊

犪狀犱犺犲狀犮犲犻狊犪狀犲狓狆狉犲狊狊犻狅狀狅犳犻犱犲狀狋犻狋狔，犮狅狀狊犮犻狅狌狊狀犲狊狊，犪狀犱犮狌犾狋狌狉犲”（狀．狆．）．

犗狀犲犲狓犪犿狆犾犲狅犳犺狅狑犪狀犻狀狋犲狉狏犻犲狑狑犻狋犺犪犵狅狅犱狊狋狅狉狔狋犲犾犾犲狉犮犪狀犲狀犾犻狏犲狀犪犺犻狊狋狅狉狔犮犪狀犫犲犱犲犿狅狀狊狋狉犪狋犲犱

狋犺狉狅狌犵犺犪狊狋狅狉狔犐犮狅犾犾犲犮狋犲犱犻狀１９９７犱犲狊犮狉犻犫犻狀犵狋犺犲犃狉犿犻狊狋犻犮犲犇犪狔犅犾犻狕狕犪狉犱狅犳１９４０，犪犿犪犼狅狉狑犲犪狋犺犲狉

犲狏犲狀狋狋犺犪狋犪犳犳犲犮狋犲犱狋犺犲犾犻狏犲狊狅犳犿犪狀狔犻狀狋犺犲犃犿犲狉犻犮犪狀犕犻犱狑犲狊狋．犅狅狅犽狊犪狀犱犪狉狋犻犮犾犲狊犪犫狅狌狋狋犺犻狊犲狏犲狀狋

狆狉狅狏犻犱犲犳犪犮狋狌犪犾犱犲狋犪犻犾狊：犱犪狋犲狊，犪犳犳犲犮狋犲犱狋狅狑狀狊犪狀犱狉犲犵犻狅狀狊，狀狌犿犫犲狉狅犳犱犲犪狋犺狊．犐犳狅狀犲狑犪狀狋犲犱犼狌狊狋狋犺犲

犳犪犮狋狊，狋犺犲犫犪狉犲狊狋狊犲狀狊犲狅犳犺犻狊狋狅狉犻犮犻狋狔，狅狀犲犮狅狌犾犱犼狌狊狋犲犾犻犮犻狋狋犺犲狊犻犿狆犾犲狊狋犪狋犲犿犲狀狋狊狅犳犳犪犮狋犱狌狉犻狀犵犪狀

犻狀狋犲狉狏犻犲狑．犎狅狑犲狏犲狉，犻狋犻狊犱犲狋犪犻犾犲犱狆犲狉狊狅狀犪犾狊狋狅狉犻犲狊狋犺犪狋狉犲犪犾犾狔犮犪狆狋狌狉犲狋犺犲犻犿狆犪犮狋狋犺犻狊狑犲犪狋犺犲狉犲狏犲狀狋

犺犪犱狅狀犮狅犿犿狌狀犻狋犻犲狊犪狀犱犻狀犱犻狏犻犱狌犪犾狊．犇狌狉犻狀犵狋犺犲犠犻狊犮狅狀狊犻狀犛犲狊狇狌犻犮犲狀狋犲狀狀犻犪犾犉狅犾犽犾犻犳犲犛狌狉狏犲狔狅犳１９９６—

１９９８，狑犺犻犮犺犵犪狋犺犲狉犲犱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犪犫狅狌狋犠犻狊犮狅狀狊犻狀犮狌犾狋狌狉犲狊犪狀犱狋狉犪犱犻狋犻狅狀犪犾犪狉狋狊，犐犻狀狋犲狉狏犻犲狑犲犱犎犪狉狅犾犱



２９９　　 ———

犎犲狋狋狉犻犮犽，狑犺狅犵狉犲狑狌狆犪犾狅狀犵狋犺犲犫犪狀犽狊狅犳狋犺犲犕犻狊狊犻狊狊犻狆狆犻犚犻狏犲狉．

犜犺犲犃狉犿犻狊狋犻犮犲犇犪狔犫犾犻狕狕犪狉犱狑狉犲犪犽犲犱犺犪狏狅犮犪犮狉狅狊狊犠犻狊犮狅狀狊犻狀，犕犻狀狀犲狊狅狋犪，犪狀犱犐狅狑犪狅狀犖狅狏犲犿犫犲狉１２，

１９４０．犐狋狋狅狅犽犿犪狀狔犱狌犮犽犺狌狀狋犲狉狊犫狔狊狌狉狆狉犻狊犲狑犺犲狀犻狋狊狑犲狆狋狉犪狆犻犱犾狔犱狅狑狀狋犺犲犕犻狊狊犻狊狊犻狆狆犻犚犻狏犲狉．

犖犻狀犲狋狔狋犺狉犲犲犱狌犮犽犺狌狀狋犲狉狊犱犻犲犱．犎犪狉狅犾犱犎犲狋狋狉犻犮犽犫犲犵犻狀狊犺犻狊狊狋狅狉狔犫狔犱犲狊犮狉犻犫犻狀犵犺狅狑犫犲犪狌狋犻犳狌犾狋犺犪狋犱犪狔

狑犪狊狑犺犲狀犻狋犫犲犵犪狀．犜犲犿狆犲狉犪狋狌狉犲狊狑犲狉犲犻狀狋犺犲犾狅狑狊犲狏犲狀狋犻犲狊，犪狀犱犿犪狀狔犱狌犮犽犺狌狀狋犲狉狊狋狅狅犽犪犱狏犪狀狋犪犵犲狅犳

狋犺犲狌狀狊犲犪狊狅狀犪犫犾犲犖狅狏犲犿犫犲狉狑犪狉犿狋犺狋狅犺狌狀狋犪犾狅狀犵狋犺犲犕犻狊狊犻狊狊犻狆狆犻狑犲犪狉犻狀犵狀狅狋犺犻狀犵犺犲犪狏犻犲狉狋犺犪狀狊犺犻狉狋狊

犪狀犱犮犪狀狏犪狊犼犪犮犽犲狋狊．犅狔４狆．犿．，狋犺犲狊狋狅狉犿狑犪狊犳犲狉狅犮犻狅狌狊，犪狀犱狋犺犲狑犪狋犲狉狑犪狊狋狅狅狉狅狌犵犺犳狅狉犺狌狀狋犲狉狊犻狀

狊犽犻犳犳狊狅狀狋犺犲狉犻狏犲狉狋狅犵犲狋犫犪犮犽狋狅狊犺狅狉犲．犕犪狀狔犺狌狀狋犲狉狊狑犲狉犲狊狋狉犪狀犱犲犱．犎犪狉狅犾犱狑犪狊犻狀犺犻犵犺狊犮犺狅狅犾犪狋狋犺犲

狋犻犿犲，犫狌狋狊狋犻犾犾狉犲犮犪犾犾狊狋犺犪狋犱犪狔狑犻狋犺狏犻狏犻犱犱犲狋犪犻犾：

“犛狅狋犺犲狔狑犲狉犲狊狋狉犪狀犱犲犱狅狌狋狋犺犲狉犲，犿犪狀狔犻狀犺犻狆犫狅狅狋狊犪狀犱狑犪犱犲狉狊犪狀犱狊犿犪犾犾狊犽犻犳犳狊，狊犿犪犾犾犫狅犪狋狊，犻狀

犿犪狉狊犺犲狊狅狉狅狀狊犺犪犾犾狅狑犻狊犾犪狀犱狊犪犫狅狏犲狋犺犲狑犪狋犲狉犾犻狀犲．犜犺犲狑犻狀犱狑犪狊犮狅犿犻狀犵狅狏犲狉，犫狉犻狀犵犻狀犵狋犺犲

狑犪狏犲狊狅狏犲狉狋犺犲狊犲犻狊犾犪狀犱狊犪狀犱狋犺犲狊犲犿犪狉狊犺犲狊，犪狀犱犪狊６狅犮犾狅犮犽犮犪犿犲，犻狋狑犪狊狊狌犫狕犲狉狅．犜犺犲狔狑犲狉犲

犳狉犲犲狕犻狀犵．犜犺犲狔狑犲狉犲狊犺犲犲狋狊狅犳犻犮犲．

“犜犺狅狊犲狑犺狅狑犲狉犲犪犾犻狋狋犾犲犫犲狋狋犲狉狆狉犲狆犪狉犲犱犿犲狀狋犪犾犾狔狋狉犻犲犱狋狅犵犲狋狋狅犺犻犵犺犲狉犵狉狅狌狀犱，犪狀犻狊犾犪狀犱狑犻狋犺犪

狋狉犲犲狅狀犻狋狅狉狊狅犿犲狋犺犻狀犵，犪狀犱犵犪狋犺犲狉犿犪狉狊犺犵狉犪狊狊犪狀犱狊狋犻犮犽犻狋犱狅狑狀狋犺犲犻狉犺犻狆犫狅狅狋狊，狋犺犲犻狉狑犪犱犲狉狊，

犻狀狋犺犲狊犾犲犲狏犲狊狅犳狋犺犲犻狉犼犪犮犽犲狋狊，犪狀犱犫狌犻犾犱犪狀犲狊狋犻狀狋犺犲犻狉犫狅犪狋狊犫狔狋犻狆狆犻狀犵狋犺犲犻狉犫狅犪狋狊狅狀狋犺犲狊犻犱犲

犪狀犱犺狌犱犱犾犻狀犵犻狀犪狀犱狋狉狔犻狀犵狋狅犿犪犻狀狋犪犻狀狋犺犲犻狉狑犪狉犿狋犺．犜犺狅狊犲狑犺狅狑犲狉犲犾犲狊狊犳狅狉狋狌狀犪狋犲狋犺犪狋犱犻犱狀狋

犵犲狋犻狀，狋犺犲狔犼狌狊狋犳狉狅狕犲．．．

“犠犲犵狅狋犺狅犿犲犳狉狅犿狊犮犺狅狅犾犪狋４狅犮犾狅犮犽犪狀犱狋犺犲狊狋狅狉犿狑犪狊狉犲犪犾犾狔犽犻犮犽犻狀犵狌狆犪狀犱犲狏犲狉狔犫狅犱狔狊犪犻犱，

‘犠犲犾犾，狑犲犵狅狋犺狌狀狋犲狉狊狅狌狋．犃狀犱狑犲犺犪犱犪犾狅狋狅犳犱狌犮犽犺狌狀狋犲狉狊犻狀狋犺狅狊犲犱犪狔狊．犛狅犲狏犲狉狔犫狅犱狔

狉犲狊狆狅狀犱犲犱狋狅狋犺犲狉犻狏犲狉犫犪狀犽，狊犲犲犻狀犵犻犳狋犺犲狔犮狅狌犾犱犺犲犾狆犺狌狀狋犲狉狊犵犲狋犻狀．犗狉狊犲犲犻狀犵犻犳狋犺犲狔犮狅狌犾犱犵犲狋

犪犾犪狉犵犲狉犫狅犪狋狅狌狋狋狅犵狅狉犲狊犮狌犲‘犲犿．犜犺犲狅狀犾狔狅狀犲狊狑犺狅犺犪犱犫犻犵犫狅犪狋狊狑犲狉犲狋犺犲犮狅犿犿犲狉犮犻犪犾

犳犻狊犺犲狉犿犲狀犪狀犱狋犺犲狔犲狏犲狀犮狅狌犾犱狀狋犵犲狋狅犳犳犳狉狅犿狊犺狅狉犲．犜犺犲狔犮狅狌犾犱狀狋犵犲狋犲狀狅狌犵犺犿狅犿犲狀狋狌犿狋狅

犺犲犪犱犻狀狋狅狋犺犲狑犪狏犲狊．犛狅狋犺狅狊犲犺狌狀狋犲狉狊狑犲狉犲狅狌狋狋犺犲狉犲犪犾犾狀犻犵犺狋．犜犺犲狔犳狉狅狕犲狊狋犻犳犳犻狀狋犺犲犻犮犲，狋犺狅狊犲

狋犺犪狋狑犲狉犲犻狀狋犺犲狑犪狋犲狉．．．

“犜犺犲狉犲狑犪狊犪犾犪狑狔犲狉，犪狔狅狌狀犵犾犪狑狔犲狉狉犻犵犺狋狅狌狋狅犳狋犺犲狌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犾犪狑狊犮犺狅狅犾狑犺狅犿犪狉狉犻犲犱犿狔

狀犲犻犵犺犫狅狉狊犱犪狌犵犺狋犲狉犪犫狅狌狋狋犺犲狆狉犲狏犻狅狌狊狔犲犪狉．犃狀犱狊犺犲狑犪狊犲狓狆犲犮狋犻狀犵犪犫犪犫狔．犃狀犱犕犪狉狏狑犪狊犪

犵狅狅犱狉犻狏犲狉狉犪狋．犅犲犮犪狌狊犲犻狋狑犪狊犪犺狅犾犻犱犪狔，犺犲犱犻犱狀狋犺犪狏犲狋狅犵狅狋狅犮狅狌狉狋犪狀犱狆狉犪犮狋犻犮犲犾犪狑狊狅犺犲

狑犲狀狋犺狌狀狋犻狀犵．犃狀犱犺犲犵狅狋狊狋狌犮犽狅狌狋狋犺犲狉犲犻狀犪狊犽犻犳犳．．．

“犎犲犽狀犲狑犺犻狊狑犻犳犲狊狊犻狋狌犪狋犻狅狀狊狅犺犲狋犻犲犱犺犻狊犵狌狀，犺犻犱犱犲犮狅狔狊犻狀狋犺犻狊犫狅犪狋，狋犺犲犱狌犮犽狊犺犲犺犪犱犽犻犾犾犲犱，

犺犲狋犻犲犱狋犺狅狊犲犻狀．犜犺犲狀犺犲狉狅犾犾犲犱狋犺犲狊犽犻犳犳狌狆狊犻犱犲犱狅狑狀犪狀犱犮犾犻犿犫犲犱犻狀犪狀犱犺犲犾犱狅狀狌狀犱犲狉狀犲犪狋犺

狋犺犻狊犪犻狉狆狅犮犽犲狋犪狀犱狑犪犱犲犱狅狌狋狋狅犱犲犲狆犲狉狑犪狋犲狉狋狅狑犪狉犱狊狊犺狅狉犲狑犺犲狉犲狋犺犲狑犻狀犱狆犻犮犽犲犱狋犺犲犫狅犪狋狌狆

犪狀犱犺犻犿犪狀犱犿狅狏犲犱犺犻犿狋狅狊犺狅狉犲．犎犲犱犺犪狏犲狀犲狏犲狉犿犪犱犲犻狋狉犻犵犺狋狊犻犱犲狌狆犫狌狋犺犲犿犪犱犲犻狋狌狆狊犻犱犲

犱狅狑狀犺犪狀犵犻狀犵狅狀犻狀狋犺犲狑犪狋犲狉．

“犃狀犱狋犺犲狉犲狑犪狊犪狀狅犾犱犲狉犾犪犱狔狀犪犿犲犱犆狅狅犽狑犲犾犾狑犺狅犾犻狏犲犱狅狀狋犺犲狊犺狅狉犲狑犺犲狉犲犺犲犺犪犱狊狋犪狉狋犲犱狅狌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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犳狉狅犿犪狀犱狊犺犲狑犪狊狑狅狉狉犻犲犱犪犫狅狌狋犺犻犿．犛狅狊犺犲犺犪犱犪狉狅犪狉犻狀犵犳犻狉犲犵狅犻狀犵犪狀犱狊犺犲狑犪狊狑犪犾犽犻狀犵狋犺犲

狊犺狅狉犲犪犾狅狀犵狑犻狋犺狋犺犲狉犲狊狋狅犳狌狊狑犪犻狋犻狀犵狋狅犺犲犾狆犪犺狌狀狋犲狉犮狅犿犲犻狀犪狀犱狑犺犲狀犺犲犮犪犿犲犻狀，犺犻狊犫狅犪狋

犮犪犿犲犻狀犪狀犱狑犲犱犻犱狀狋犽狀狅狑狋犺犲狉犲狑犪狊犪犫狅犱狔狑犻狋犺犻狋！犛狅狑犲狑犲狀狋犪狀犱狆狌犾犾犲犱狋犺犲犫狅犪狋狌狆狅狀狋犺犲

狊犺狅狉犲犪狀犱狅狌狋狅犳犻狋犮犾犻犿犫狊犕犪狉狏犉狌犵犻狀犻．犃狀犱犺犲狑犪狊犾犻狋犲狉犪犾犾狔犪犳狉狅狕犲狀犻犮犲狊狋犻犮犽．犠犲犮狅狌犾犱狀狋犫犲狀犱

犺犻犿狋狅狑犪犾犽犫犲犮犪狌狊犲犺犻狊犮犾狅狋犺犲狊狑犲狉犲狊狋犻犳犳．犛狅狑犲犱狉狌犵犺犻犿．

“犃狀犱狋犺犪狋狅犾犱犲狉犾犪犱狔犕狉狊．犆狅狅犽狑犲犾犾，狊犺犲狉犲犪犾犾狔犱狉狌犵．犛犺犲犱犻犱犿狌犮犺狅犳狋犺犲狆狌犾犾犻狀犵．犠犲犵狅狋犺犻犿

犻狀狋狅狋犺犲犽犻狋犮犺犲狀［狑犻狋犺狋犺犲］狊狋狅狏犲犪狀犱犺犲狋犺犪狑犲犱狅狌狋犪狀犱犺犲狑犲狀狋狅狀狋狅狋犺犲犺狅狊狆犻狋犪犾狋犺犪狋狀犻犵犺狋

犪狀犱犺犻狊狑犻犳犲犱犲犾犻狏犲狉犲犱犺犻犿犪狊狅狀．”（犚犲犮狅狉犱犲犱犑狌犾狔２，１９９８犻狀 犠犪狊犺犻狀犵狋狅狀，犇．犆．犱狌狉犻狀犵

“犎狌狀狋犻狀犵犛狋狅狉犻犲狊，”犪狀犪狉狉犪狋犻狏犲狊犲狊狊犻狅狀犺犲犾犱犪狊狆犪狉狋狅犳狋犺犲犛犿犻狋犺狊狅狀犻犪狀犉狅犾犽犾犻犳犲犉犲狊狋犻狏犪犾．犜犪狆犲

犺狅狌狊犲犱犪狋狋犺犲犠犻狊犮狅狀狊犻狀犃狉狋狊犅狅犪狉犱．）

犜犺犻狊狊狋狅狉狔狅犳犱狌犮犽犺狌狀狋犻狀犵犻狀狋犲犵狉犪狋犲狊犿犪狀狔犲犾犲犿犲狀狋狊狅犳犾犻犳犲犻狀狋犺犲犕犻犱狑犲狊狋—犪犮狅狀狀犲犮狋犻狅狀狋狅犾犪狀犱

犪狀犱狑犪狋犲狉狑犪狔狊，犪狀犪狆狆狉犲犮犻犪狋犻狅狀狅犳狀犪狋狌狉犪犾狉犲狊狅狌狉犮犲狊，犪犮狅狀犮犲狉狀犳狅狉狀犲犻犵犺犫狅狉狊，犪狀犱犪狉犲犳犾犲犮狋犻狅狀

狅狀犕犻犱狑犲狊狋犲狉狀狏犻狉狋狌犲狊狅犳犻狀狋犲犵狉犻狋狔犪狀犱狉犲狊狆狅狀狊犻犫犻犾犻狋狔．犗狉犱犻狀犪狉狔狆犲狅狆犾犲狊狋犪狀犱狅狌狋犻狀狋犺犻狊狊狋狅狉狔，

犪狀犱狋犺犲犻狉犾犻狏犲狊狋犪犽犲狅狀犪犺犲狉狅犻犮犱犻犿犲狀狊犻狅狀犪狊狋犺犲狔犪狉犲犮犺犪犾犾犲狀犵犲犱犫狔狆狅狑犲狉犳狌犾狀犪狋狌狉犪犾犳狅狉犮犲狊．

犛狌犮犺犪狊狋狅狉狔犿狅狏犲狊犫犲狔狅狀犱狊狌犿犿犪狉狔犪狀犱犵犲狀犲狉犪犾犻狕犪狋犻狅狀狋狅犪狏犻狏犻犱犱犲狆犻犮狋犻狅狀狅犳狋犺犻狊犲狏犲狀狋．

犛狋狅狉犻犲狊狊狌犮犺犪狊狋犺犲狊犲犮犪狀狆狉狅狏犻犱犲犪狋犪狀犵犻犫犾犲犳犲犲犾犻狀犵犪犫狅狌狋犪狀犲狏犲狀狋．犎狅狑犲狏犲狉，狀犪狉狉犪狋犻狏犲狊犿狌狊狋犫犲

狌狀犱犲狉狊狋狅狅犱狑犻狋犺犻狀狋犺犲犻狉犮狅狀狋犲狓狋狊．犛狅犿犲狀犪狉狉犪狋犻狏犲狊犲狓犻狊狋犪狋狋犺犲犲狓狆犲狀狊犲狅犳犱犻狊犮狅狉犱犪狀狋狋犺犲犿犲狊犪狀犱

犱犲狋犪犻犾狊，犪狀犱狊犻犾犲狀犮犲狊．犗狉犪犾犺犻狊狋狅狉犻犲狊犮犪狀犮狅狀狊犮犻狅狌狊犾狔狅狉狌狀犮狅狀狊犮犻狅狌狊犾狔犳犻犾狋犲狉犿犲犿狅狉狔．犆狅犿犿狌狀犻狋狔

犫犪狊犲犱狆狉狅犼犲犮狋狊犿犪狔，犳狅狉狉犲犪狊狅狀狊狅犳犾狅犮犪犾犻犱犲狀狋犻狋狔犪狀犱狆狉犻犱犲，犮犲犾犲犫狉犪狋犲犲狏犲狀狋狊犪狋狋犺犲犮狅狊狋狅犳犿狅狉犲

狆犪犻狀犳狌犾犪狀犱狌狀狆犾犲犪狊犪狀狋犱犲狋犪犻犾狊．犃狀犱，犪狊狋犺犲狑狅狉犾犱狑犻犱犲狑犲犫犿犪犽犲狊犿犪狋犲狉犻犪犾犪狏犪犻犾犪犫犾犲狋狅犪

狑狅狉犾犱狑犻犱犲犪狌犱犻犲狀犮犲，狀犪狉狉犪狋狅狉狊狑犺狅犽狀狅狑狋犺犲犻狉狑狅狉犱狊狑犻犾犾犲狀犱狌狆狅狀狋犺犲狑犲犫犿犪狔犳犲犲犾狋犺犲

犻犿狆狌犾狊犲狋狅犮犲狀狊狅狉狑犺犪狋狋犺犲狔狊犪狔．

犐狌狀犱犲狉狊狋犪狀犱狋犺犪狋犻狀犆犺犻狀犪狋犺犲犪犮犮犲狆狋犪狀犮犲狅犳狅狉犪犾犺犻狊狋狅狉狔犪狊犪狏犪犾犻犱狉犲狊犲犪狉犮犺犿犲狋犺狅犱狅犾狅犵狔犻狊犪

犳犪犻狉犾狔狉犲犮犲狀狋狅犮犮狌狉狉犲狀犮犲．犐犪犿犵犾犪犱狋犺犪狋犻狋犻狊犵狉狅狑犻狀犵犻狀犻狋狊犪犮犮犲狆狋犪狀犮犲犫犲犮犪狌狊犲狅犳犮狅狌狉狊犲犆犺犻狀犪犻狊

狉犻犮犺犻狀狆犲狅狆犾犲狊犪狀犱犲狏犲狀狋狊狋犺犪狋犮狅狌犾犱犫犲犱狅犮狌犿犲狀狋犲犱狋犺狉狅狌犵犺狅狉犪犾犺犻狊狋狅狉狔．犛狅狀犵犺狌犻犣犺犲狀犵

（２００８），犻狀犺犻狊犺犲犾狆犳狌犾犪狉狋犻犮犾犲“犇犲狏犲犾狅狆犻狀犵犗狉犪犾犎犻狊狋狅狉狔犻狀犆犺犻狀犲狊犲犔犻犫狉犪狉犻犲狊，”犻狀犱犻犮犪狋犲狊狋犺犪狋狅狉犪犾

犺犻狊狋狅狉狔狆狉犪犮狋犻犮犲犪狀犱狋犺犲狅狉狔犳犲犾犾犻狀狋狅犱犻狊狉犲狆狌狋犲犱狌狉犻狀犵狋犺犲犆狌犾狋狌狉犪犾犚犲狏狅犾狌狋犻狅狀狅犳１９６６—１９７６，犫狌狋

狋犺犪狋犎狅狀犵犓狅狀犵犪狀犱犜犪犻狑犪狀犮狅狀狋犻狀狌犲犱狋狅犿犪犽犲犵狅狅犱狌狊犲狅犳狋犺犲犿犲狋犺狅犱狋犺狉狅狌犵犺狋犺狅狊犲狔犲犪狉狊．

犃犳狋犲狉狋犺犲１９８０狊，狅狉犪犾犺犻狊狋狅狉狔狆狉犪犮狋犻犮犲狉犲狏犻狏犲犱犻狀犕犪犻狀犾犪狀犱犆犺犻狀犪，狑犻狋犺犲狓狆狅狊狌狉犲狋狅犪狉狋犻犮犾犲狊犪狀犱

犫狅狅犽狊犳狉狅犿犈狌狉狅狆犲犪狀犱狋犺犲犝狀犻狋犲犱犛狋犪狋犲狊犪狀犱犲狓犮犺犪狀犵犲狊狑犻狋犺犎狅狀犵犓狅狀犵犪狀犱犜犪犻狑犪狀，犪狀犱犫狔

狋犺犲狔犲犪狉２０００，狅狉犪犾犺犻狊狋狅狉狔狑犪狊犿狌犮犺犿狅狉犲狑犻犱犲犾狔狆狅狆狌犾犪狉犻狀犮狅犾犾犲犵犲狊犪狀犱狌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犻犲狊犻狀

犕犪犻狀犾犪狀犱犆犺犻狀犪．犅狌狋犣犺犲狀犵狆狅犻狀狋狊狅狌狋狋犺犪狋犻狀犮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狑犻狋犺狉犲狊犲犪狉犮犺犻狀犈狌狉狅狆犲犪狀犱狋犺犲

犝狀犻狋犲犱犛狋犪狋犲狊，犆犺犻狀犪狊狋犻犾犾犺犪狊狉犲犾犪狋犻狏犲犾狔犳犲狑狅狉犪犾犺犻狊狋狅狉狔狆狉狅犼犲犮狋狊，犪狀犱狋犺犪狋犪犳犳犲犮狋狊狋犺犲犽狀狅狑犾犲犱犵犲

狅犳犿犲狋犺狅犱狅犾狅犵狔犪狀犱狋犺犲犪犿狅狌狀狋狅犳犲狓狆犲狉犻犲狀犮犲犪犿狅狀犵犆犺犻狀犲狊犲狉犲狊犲犪狉犮犺犲狉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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犜犺狌狊，犣犺犲狀犵犻狀犱犻犮犪狋犲狊狋犺犲犻犿狆狅狉狋犪狀狋狉狅犾犲狋犺犪狋犆犺犻狀犲狊犲犾犻犫狉犪狉犻犲狊犮犪狀狊犲狉狏犲犻狀狋犺犲犱犲狏犲犾狅狆犿犲狀狋狅犳

狅狉犪犾犺犻狊狋狅狉狔犻狀犆犺犻狀犪．犛犻狀犮犲２００５，犿狅狉犲犆犺犻狀犲狊犲犾犻犫狉犪狉犻犲狊犺犪狏犲犫犲犵狌狀犿犪犽犻狀犵狋犺犲犮狅狀狀犲犮狋犻狅狀

犫犲狋狑犲犲狀狅狉犪犾犺犻狊狋狅狉狔犪狀犱犾犻犫狉犪狉犻犲狊，犪狊犾犻犫狉犪狉犻犪狀狊犫犲犵犪狀狋狅犻狀狏犲狊狋犻犵犪狋犲狀犲狑狋犲犮犺狀狅犾狅犵犻犲狊犪狀犱

犱犲狏犲犾狅狆狀犲狑狋狅狅犾狊犪狀犱犿犲狋犺狅犱狊犳狅狉犱狅犻狀犵狅狉犪犾犺犻狊狋狅狉狔狉犲狊犲犪狉犮犺．犔犻犫狉犪狉犻犪狀狊犪狉犲犪犾狊狅狉犲犮狅犵狀犻狕犻狀犵

狋犺犲狏犪犾狌犲狅犳犮狅犾犾犪犫狅狉犪狋犻狏犲狆犪狉狋狀犲狉狊犺犻狆狊狑犻狋犺狅狋犺犲狉狅狉犵犪狀犻狕犪狋犻狅狀狊—狊狆犲犮犻犳犻犮犪犾犾狔，犿狌狊犲狌犿狊．犎犲

狊狋犪狋犲狊狋犺犪狋狋犺犲狆狉犪犮狋犻犮犲狅犳狅狉犪犾犺犻狊狋狅狉狔犻狀犾犻犫狉犪狉犻犲狊“犲犿犫犲犱狊狅狉犪犾犺犻狊狋狅狉狔狆狉犪犮狋犻犮犲狑犻狋犺犻狀犆犺犻狀犲狊犲

犮狌犾狋狌狉犲．．．犇犻狀犵，犳狅狉犲狓犪犿狆犾犲，犪狀犪犾狔狕犲狊狋犺犲犮狅狀犮犲狆狋‘狅狉犪犾犺犻狊狋狅狉狔’犪狀犱狊狌犵犵犲狊狋狊狋犺犪狋犆犺犻狀犲狊犲

狊狋狌犱狔狅犳狅狉犪犾犺犻狊狋狅狉狔狀犲犲犱狊狋狅犾犲犪狉狀犳狉狅犿狋犺犲犿犲狋犺狅犱狊狅犳犆犺犻狀犲狊犲犪狀狋犺狉狅狆狅犾狅犵狔犪狀犱犳狅犾犽犾狅狉犲

狊狋狌犱犻犲狊，狊犻狀犮犲犫狅狋犺狋犺犲狊犲犱犻狊犮犻狆犾犻狀犲狊犳狅犮狌狊狅狀犺狌犿犪狀犲狓狆犲狉犻犲狀犮犲．．．”（狆．７５）．犣犺犲狀犵犮狅狀犮犾狌犱犲狊

狋犺犪狋狋犺犲犿犲狋犺狅犱狊狅犳狅狉犪犾犺犻狊狋狅狉狔犱狅犻狀犱犲犲犱犮狅狀狋狉犻犫狌狋犲狋狅犾犻犫狉犪狉狔犮狅犾犾犲犮狋犻狅狀狊，犪狀犱犪狉犲狀狅狑犿狅狉犲

狑犻犱犲犾狔犲犿犫狉犪犮犲犱犻狀犆犺犻狀犲狊犲犾犻犫狉犪狉犻犲狊．犜犺犲犲犿犲狉犵犲狀犮犲狅犳狀犲狑狋犲犮犺狀狅犾狅犵犻犲狊犿犪狔犿犪犽犲犾犻犫狉犪狉犻犲狊

狋犺犲犿狅狊狋犾狅犵犻犮犪犾犺狅狊狋犳狅狉狅狉犪犾犺犻狊狋狅狉狔狆狉狅犼犲犮狋狊犪狀犱犮狅犾犾犲犮狋犻狅狀狊，犻狀犆犺犻狀犪犪狀犱犲犾狊犲狑犺犲狉犲．

犐狀狋犺犲犝狀犻狋犲犱犛狋犪狋犲狊，犪狉犲犮犲狀狋狊狌狉狏犲狔狊犺狅狑犲犱狋犺犪狋狋犺犲犿犪犼狅狉犻狋狔狅犳狅狉犪犾犺犻狊狋狅狉犻犪狀狊犪狉犲狀狅狑

狑狅狉犽犻狀犵狑犻狋犺犱犻犵犻狋犪犾犿犪狋犲狉犻犪犾．８３％狉犲狆狅狉狋犲犱狋犺犲狔犺犪狏犲犫犲犲狀狉犲犮狅狉犱犻狀犵犱犻犵犻狋犪犾犪狌犱犻狅犪狀犱／狅狉

狏犻犱犲狅犳狅狉犪狔犲犪狉狅狉犿狅狉犲，犪狀犱犿狅狊狋狅犳狋犺犲狉犲狊狋犻狀狋犲狀犱狋狅犫犲犵犻狀犱犻犵犻狋犪犾狉犲犮狅狉犱犻狀犵犻狀狋犺犲狀犲犪狉犳狌狋狌狉犲．

犜犺犲犿犪犼狅狉犻狋狔狅犳狋犺犲狊狌狉狏犲狔狉犲狊狆狅狀犱犲狀狋狊（８０％）犪犾狊狅狉犲狆狅狉狋犲犱狋犺犪狋狋犺犲狔犲犻狋犺犲狉犺犪狏犲狋狉犪狀狊犮狉犻犫犲犱狅狉犻狀狋犲狀犱

狋狅狋狉犪狀狊犮狉犻犫犲狋犺犲犻狀狋犲狉狏犻犲狑狊犳狉狅犿狉犲犮犲狀狋狆狉狅犼犲犮狋狊—狊犺狅狑犻狀犵狋犺犪狋狋狉犪狀狊犮狉犻狆狋犻狅狀，狑犻狋犺犻狋狊狉犲犾犪狋犲犱犻狊狊狌犲狊

犪狀犱犮狅狀犮犲狉狀狊，犮狅狀狋犻狀狌犲狊狋狅犫犲犻犿狆狅狉狋犪狀狋（犅狅狔犱，犇．犃．，犆狅犺犲狀，犛．，犚犪犽犲狉犱，犅．，牔犚犲犺犫犲狉犵犲狉，犇．，

２０１２）．犇犻犵犻狋犻狕犪狋犻狅狀狅犳狅犾犱犲狉狅狉犪犾犺犻狊狋狅狉狔狉犲犮狅狉犱犻狀犵狊犺犪狊狀狅狋狔犲狋狉犲犪犾犻狕犲犱狋犺犲犳狌犾犾狆狅狋犲狀狋犻犪犾狅犳狆狌狋狋犻狀犵狋犺犲

犳狅犮狌狊犫犪犮犽狅狀狋犺犲狅狉犪犾，狋犺犲犪狌犱犻狅犪狀犱狏犻狊狌犪犾犱犻犿犲狀狊犻狅狀狊，狅犳狋犺犲狀犪狉狉犪狋犻狏犲狊．

犕犻犮犺犪犲犾犉狉犻狊犮犺（２００６）犺犪狊犪狉犵狌犲犱狋犺犪狋犱犻犵犻狋犪犾狋犲犮犺狀狅犾狅犵犻犲狊犪狉犲狅狆犲狀犻狀犵狀犲狑狑犪狔狊狋狅狑狅狉犽犱犻狉犲犮狋犾狔

狑犻狋犺狅狉犪犾犺犻狊狋狅狉狔犿犪狋犲狉犻犪犾狊．犖犲狑犪狀犱犲犿犲狉犵犻狀犵狉犲犳犲狉犲狀犮犲狋狅狅犾狊犪犾犾狅狑犳狅狉犿狅狉犲犱犲犿狅犮狉犪狋犻狕犲犱

犪犮犮犲狊狊，犪犾犾狅狑犻狀犵犪狌犱犻狅犪狀犱狏犻犱犲狅狋狅犫犲犪狀狀狅狋犪狋犲犱，犮狉狅狊狊狉犲犳犲狉犲狀犮犲犱，犪狀犱犾犻狀犽犲犱狋犺狉狅狌犵犺狅狋犺犲狉

犱犲狊犮狉犻狆狋犻狏犲犪狀犱犪狀犪犾狔狋犻犮“犿犲狋犪犱犪狋犪．”犃犮犮狅狉犱犻狀犵狋狅犉狉犻狊犮犺，狋犺犲犮犺犪犾犾犲狀犵犲狊狆狉犲狊犲狀狋犲犱犫狔狅狉犪犾

犺犻狊狋狅狉狔狊犱犻犵犻狋犻狕犪狋犻狅狀 “犪狉犲犾犲狊狊狋犲犮犺狀犻犮犪犾狋犺犪狀狋犺犲狔犪狉犲犻狀狋犲犾犾犲犮狋狌犪犾犪狀犱犲狏犲狀狆犺犻犾狅狊狅狆犺犻犮犪犾”

（狆．１０４）．犛狅犿犲狅犳狋犺犲犫犻犵犵犲狊狋犮犺犪犾犾犲狀犵犲狊犳狅狉狅狉犪犾犺犻狊狋狅狉狔狋狅犱犪狔犪狉犲狀狅狋狊狅犿狌犮犺狋犺犲狅狆狆狅狉狋狌狀犻狋犻犲狊犪狀犱

犮犺犪犾犾犲狀犵犲狊狅犳狋犺犲犱犻犵犻狋犪犾狉犲狏狅犾狌狋犻狅狀犫狌狋狋犺犲犿狅狉犲犻狀狋犲犾犾犲犮狋狌犪犾犮狅狀犮犲狉狀狋犺犪狋犿狅狊狋狅狉犪犾犺犻狊狋狅狉狔狆狉狅犼犲犮狋狊犪狉犲

狊狋犻犾犾犾犪狉犵犲犾狔犳狅犮狌狊犲犱狅狀犪犿狅狉犲狋狉犪犱犻狋犻狅狀犪犾（犪狀犱犪狀犪犾狅犵）狊犲狀狊犲狅犳犱狅犮狌犿犲狀狋犪狉狔．犃狊犉狉犻狊犮犺犪狀犱犔犪犿犫犲狉狋

（２０１２）狆狅犻狀狋狅狌狋，“犃犾犿狅狊狋犲狏犲狉狔狋狉犪犱犻狋犻狅狀犪犾犪狊狊狌犿狆狋犻狅狀犪犫狅狌狋狋犺犲犮狅犾犾犲犮狋犻狀犵，犮狌狉犪狋犻狅狀，犪狀犱狌狊犲狊狅犳狅狉犪犾

犺犻狊狋狅狉狔犻狊犮狅犾犾犪狆狊犻狀犵犻狀狋犺犲犱犻犵犻狋犪犾犪犵犲．．．犠犲犮犪狀犺犪狏犲犻狀狊狋犪狀狋犱犻犵犻狋犪犾犪犮犮犲狊狊狋狅犼狌狊狋犪犫狅狌狋犪狀狔狋犺犻狀犵犻狀

犲狏犲狀犾犪狉犵犲犮狅犾犾犲犮狋犻狅狀狊狅犳犱犻犵犻狋犪犾犻狀狋犲狉狏犻犲狑狉犲犮狅狉犱犻狀犵狊犪狀犱犱狅犮狌犿犲狀狋狊．犠犻狋犺犱犻犵犻狋犪犾犪犵犲狋狅狅犾狊犳狅狉

狆狉狅犱狌犮狋犻狅狀犪狀犱犱犻狊狊犲犿犻狀犪狋犻狅狀狑犲犮犪狀犱狅犼狌狊狋犪犫狅狌狋犪狀狔狋犺犻狀犵犻犿犪犵犻狀犪犫犾犲狑犻狋犺狑犺犪狋狑犲犳犻狀犱，犳狅狉犪狀

狌狀犾犻犿犻狋犲犱狉犪狀犵犲狅犳狌狊犲狉狊犪狀犱狆狌狉狆狅狊犲狊．犅狌狋狉犲犪犾犻狕犻狀犵狋犺犲狆狅狋犲狀狋犻犪犾狅犳狋犺犲狊犲狀犲狑犮犪狆犪犮犻狋犻犲狊犱犲狆犲狀犱狊狅狀

犽狀狅狑犻狀犵狑犺犪狋犻狊狋犺犲狉犲，犪狀犱犺狅狑狋狅犳犻狀犱犻狋犳犾狌犻犱犾狔，犳犾犲狓犻犫犾狔，狉犲狊狆狅狀狊犻狏犲犾狔，犪狀犱狅狀犱犲犿犪狀犱．犎犲狀犮犲

犮狅狀狋犲狀狋犿犪狀犪犵犲犿犲狀狋犻狊犫犲犮狅犿犻狀犵犪犮犲狀狋狉犪犾犱犲狋犲狉犿犻狀犪狀狋—狑犺犲狋犺犲狉狆狉狅狆犲犾犾犻狀犵狅狉犾犻犿犻狋犻狀犵—狅犳狅狉犪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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犺犻狊狋狅狉狔狆狉犪犮狋犻犮犲犻狀狋犺犲犱犻犵犻狋犪犾犪犵犲．．．”（狀．狆．）．

犆犺犻狀犪狊犾犻犫狉犪狉犻犲狊犪狉犲狆狅犻狊犲犱狋狅犫犲狀犲犳犻狋犳狉狅犿狋犺犲狅狀犵狅犻狀犵犮犺犪狀犵犲狊犻狀犱犻犵犻狋犪犾狋犲犮犺狀狅犾狅犵狔，犪狊狋犺犲

狆犾犪狀狀犻狀犵犳狅狉狅狉犪犾犺犻狊狋狅狉狔狆狉狅犼犲犮狋狊犮狌狉狉犲狀狋犾狔犮犪狀狉犲犾狔狌狆狅狀狊狅犿犪狀狔狉犲犪犱犻犾狔犪犮犮犲狊狊犻犫犾犲狉犲狊狅狌狉犮犲狊，

犪狀犱狆狉狅犼犲犮狋狊狋犺犲犿狊犲犾狏犲狊犮犪狀犫犲狊狅犪犮犮犲狊狊犻犫犾犲．犅狌狋犫犲犳狅狉犲狉狌狊犺犻狀犵犻狀狋狅犪狆狉犲狅犮犮狌狆犪狋犻狅狀狑犻狋犺犱犻犵犻狋犪犾

狋犲犮犺狀狅犾狅犵狔，犐狌狉犵犲狔狅狌狋狅狉犲犿犲犿犫犲狉狋狅狊狋犪狉狋狑犻狋犺狋犺犲犫犪狊犻犮狊—狋犺狅狉狅狌犵犺狆犾犪狀狀犻狀犵，犵狅狅犱狋狉犪犻狀犻狀犵，

犪狀犱狊狅狌狀犱犪狉犮犺犻狏犪犾狆狉犪犮狋犻犮犲狊．犉狅犾犾狅狑犻狀犵狑犲犾犾犲狊狋犪犫犾犻狊犺犲犱狆狉犻狀犮犻狆犾犲狊犻狊狋狉狌犾狔狑犺犪狋狑犻犾犾犪犾犾狅狑犳狅狉

狊狌犮犮犲狊狊犻狀犪狀狔狅狉犪犾犺犻狊狋狅狉狔狆狉狅犼犲犮狋，狑犺犲狋犺犲狉狊犿犪犾犾狅狉犾犪狉犵犲．犇犻犵犻狋犪犾狋犲犮犺狀狅犾狅犵狔犮犪狀犲狀犺犪狀犮犲狋犺犲

狉犲犮狅狉犱犻狀犵狅犳犻狀狋犲狉狏犻犲狑狊，犪狀犱犿狌犾狋犻狆犾狔狋犺犲犪犮犮犲狊狊狅犳犳狌狋狌狉犲犪狌犱犻犲狀犮犲狊狑犺狅狑犻犾犾犺犲犪狉，狊犲犲，犪狀犱／狅狉

狉犲犪犱狋犺犲犻狀狋犲狉狏犻犲狑犪狀犱犮狅狀狀犲犮狋犻狋狋狅狉犲犾犪狋犲犱狊狅狌狉犮犲狊．犜犺犲狆狅狑犲狉狅犳狅狉犪犾犺犻狊狋狅狉狔，犺狅狑犲狏犲狉，

犪犾狑犪狔狊狑犻犾犾狉犲犾狔狅狀狋犺犲狇狌犪犾犻狋狔狅犳狋犺犲犳犪犮犲狋狅犳犪犮犲犻狀狋犲狉犪犮狋犻狅狀狊狅犳狋犺犲犻狀狋犲狉狏犻犲狑犲狉犪狀犱狀犪狉狉犪狋狅狉，

犪狀犱狋犺犲狇狌犪犾犻狋狔狅犳狋犺犲狉犲狆狉犲狊犲狀狋犪狋犻狅狀犪狀犱犻狀狋犲狉狆狉犲狋犪狋犻狅狀狅犳狋犺犲犻狀狋犲狉狏犻犲狑．

犚犲犳犲狉犲狀犮犲狊

［１］犅狅狔犱，犇．犃．，犆狅犺犲狀，犛．，犚犪犽犲狉犱，犅．，牔犚犲犺犫犲狉犵犲狉，犇．（２０１２）．犗狉犪犾犺犻狊狋狅狉狔犻狀狋犺犲犱犻犵犻狋犪犾犪犵犲：狋犺犲

犻犿狆犲狉犪狋犻狏犲犳狅狉狉犲狋犺犻狀犽犻狀犵犫犲狊狋狆狉犪犮狋犻犮犲狊犫犪狊犲犱狅狀犪狊狌狉狏犲狔狅犳狋犺犲犳犻犲犾犱（狊）．犐狀犇．犅狅狔犱，犛．犆狅犺犲狀，犅．

犚犪犽犲狉犱，牔犇．犚犲犺犫犲狉犵犲狉（犈犱狊．），犗狉犪犾犺犻狊狋狅狉狔犻狀狋犺犲犱犻犵犻狋犪犾犪犵犲．犐狀狊狋犻狋狌狋犲狅犳犕狌狊犲狌犿犪狀犱犔犻犫狉犪狉狔犛犲狉狏

犻犮犲狊．犚犲狋狉犻犲狏犲犱犳狉狅犿犺狋狋狆：／／狅犺犱犪．犿犪狋狉犻狓．犿狊狌．犲犱狌／２０１２／０７／狅犺犱犪狊狌狉狏犲狔／．

［２］犉狉犻狊犮犺，犕犻犮犺犪犲犾．（２００６）．犗狉犪犾犺犻狊狋狅狉狔犪狀犱狋犺犲犱犻犵犻狋犪犾狉犲狏狅犾狌狋犻狅狀：狋狅狑犪狉犱犪狆狅狊狋犱狅犮狌犿犲狀狋犪狉狔狊犲狀

狊犻犫犻犾犻狋狔．犐狀犚狅犫犲狉狋犘犲狉犽狊牔犃犾犻狊狋犪犻狉犜犺狅犿狊狅狀 （犈犱狊．），犜犺犲狅狉犪犾犺犻狊狋狅狉狔狉犲犪犱犲狉 （２狀犱犲犱．）

（狆狆．１０２—１２２）．犖犲狑犢狅狉犽，犖犢：犚狅狌狋犾犲犱犵犲．

［３］犉狉犻狊犮犺，犕．，狑／犔犪犿犫犲狉狋，犇．（２０１２）．犕犪狆狆犻狀犵犪狆狆狉狅犪犮犺犲狊狋狅狅狉犪犾犺犻狊狋狅狉狔犮狅狀狋犲狀狋犿犪狀犪犵犲犿犲狀狋犻狀

狋犺犲犱犻犵犻狋犪犾犪犵犲．犐狀犇．犅狅狔犱，犛．犆狅犺犲狀，犅．犚犪犽犲狉犱，牔犇．犚犲犺犫犲狉犵犲狉（犈犱狊．），犗狉犪犾犺犻狊狋狅狉狔犻狀狋犺犲

犱犻犵犻狋犪犾犪犵犲．犐狀狊狋犻狋狌狋犲狅犳犕狌狊犲狌犿犪狀犱犔犻犫狉犪狉狔犛犲狉狏犻犮犲狊．犚犲狋狉犻犲狏犲犱犳狉狅犿犺狋狋狆：／／狅犺犱犪．犿犪狋狉犻狓．犿狊狌．

犲犱狌／２０１２／０７／犿犪狆狆犻狀犵／．

［４］犓犾犻狀犲，犓．犛．，犅狉狌犮犺，犚．，犅犻狀犽狅狑狊犽犻，犉．（２００９）．犘犲狅狆犾犲狅犳狋犺犲狊狋狌狉犵犲狅狀：犠犻狊犮狅狀狊犻狀狊犾狅狏犲犪犳犳犪犻狉

狑犻狋犺犪狀犪狀犮犻犲狀狋犳犻狊犺．犕犪犱犻狊狅狀，犠犐：犠犻狊犮狅狀狊犻狀犎犻狊狋狅狉犻犮犪犾犛狅犮犻犲狋狔犘狉犲狊狊．

［５］犘狅狉狋犲犾犾犻，犃．（１９９１）．犜犺犲犱犲犪狋犺狅犳犔狌犻犵犻犜狉犪狊狋狌犾犾犻犪狀犱狅狋犺犲狉狊狋狅狉犻犲狊：犳狅狉犿犪狀犱犿犲犪狀犻狀犵犻狀狅狉犪犾犺犻狊

狋狅狉狔．犃犾犫犪狀狔，犖犢：犛犝犖犢犘狉犲狊狊．

［６］犛犺狅狆犲狊，犔．（２０１２）．犕犪犽犻狀犵狊犲狀狊犲狅犳狅狉犪犾犺犻狊狋狅狉狔．犐狀犇．犅狅狔犱，犛．犆狅犺犲狀，犅．犚犪犽犲狉犱，牔犇．犚犲

犺犫犲狉犵犲狉（犈犱狊．），犗狉犪犾犺犻狊狋狅狉狔犻狀狋犺犲犱犻犵犻狋犪犾犪犵犲．犐狀狊狋犻狋狌狋犲狅犳犕狌狊犲狌犿犪狀犱犔犻犫狉犪狉狔犛犲狉狏犻犮犲狊．犚犲

狋狉犻犲狏犲犱犳狉狅犿犺狋狋狆：／／狅犺犱犪．犿犪狋狉犻狓．犿狊狌．犲犱狌／２０１２／０８／犿犪犽犻狀犵狊犲狀狊犲狅犳狅狉犪犾犺犻狊狋狅狉狔／／．

［７］犣犺犲狀犵，犛狅狀犵犺狌犻，（２００８）．犇犲狏犲犾狅狆犻狀犵狅狉犪犾犺犻狊狋狅狉狔犻狀犆犺犻狀犲狊犲犾犻犫狉犪狉犻犲狊．犜犺犲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犃犮犪犱犲犿犻犮

犔犻犫狉犪狉犻犪狀狊犺犻狆．３４：１，狆狆．７４—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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犇狉．犚狌狋犺犗犾狊狅狀

犃狊狊狅犮犻犪狋犲犇犻狉犲犮狋狅狉

犆犲狀狋犲狉犳狅狉狋犺犲犛狋狌犱狔狅犳犝狆狆犲狉犕犻犱狑犲狊狋犲狉狀犆狌犾狋狌狉犲狊，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狅犳犠犻狊犮狅狀狊犻狀犕犪犱犻狊狅狀

犝狀犻狋犲犱犛狋犪狋犲狊

犈犿犪犻犾：狉犲狅犾狊狅狀３＠狑犻狊犮．犲犱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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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你因乡土文化而更富

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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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是一个公共空间、
文化中心，也是当地人的精神家

园，要用爱心保护和利用它。首

先，将相关资料收藏在图书馆，让

它弥漫浓浓的乡土味。挖掘地方

史实，弘扬乡土文化，将地方文献

建设与乡土文化阅读相结合，创

造新时期的地域文化。其次，适

时举办图书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成果展，让其增强与乡土文化

的契合度，成为倡导、宣传和保护

文化遗产的中坚力量。再次，积

极向政府部门宣传，争取地方政

府财政支持，并将宣传推广工作

深入到社区的潜在用户和企业

中，发展支持者，包括物资资金支

持及志愿者的人力支持，激活本

土沉睡的社会资源。

$%&#图书馆，乡土文化，物质
化，支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犜犺犲犾犻犫狉犪狉狔犻狊犪狆狌犫犾犻犮

狆犾犪犮犲，犮狌犾狋狌狉犪犾犮犲狀狋犲狉犪狀犱狋犺犲狊狆犻狉

犻狋狌犪犾犺狅犿犲狅犳狋犺犲犾狅犮犪犾狆犲狅狆犾犲．犠犲

　　图书馆作为公共空间与文化中心，已成为民众重要的

精神家园，要想让它很好地丰富、充实人们的精神世界，不

仅需要人们很好地利用它，还需要用爱心保护它。图书馆

不应该仅仅是收藏图书资料供人阅览、参考的机构，更应

该注重于它搜集、整理的功能。地方图书馆应肩负起一个

重要的任务，就是对周边极具遗产价值的民间文化着力进

行收集、整理与研究，开发地方文献资源，为弘扬地方乡土

文化服务。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一些地方文化在不断的

消失，假如不及时抢救，就会成为社会发展的牺牲品，成为

后世永远无法解开的谜团。反之，我们不仅清楚了自己前

进的历程，还会把它作为一种历史见证和文化财富留给后

代子孙。因此，我们要在急剧前进的社会中，珍视自己身

边极具遗产价值的民间文化，对重要的文化资料理性的做

好抢救性的调查与存录，让我们的图书馆因为乡土文化而

更具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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狊犺狅狌犾犱狆狉狅狋犲犮狋犪狀犱犿犪犽犲狌狊犲狅犳犻狋

狑犻狋犺犾狅狏犲．犉狅狉犳犻狉狊狋狅犳犪犾犾，狑犲犺犪狏犲

犮狅犾犾犲犮狋犲犱狋犺犲狉犲犾犪狋犲犱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犻狀

狋犺犲犾犻犫狉犪狉狔，狑犺犻犮犺犿犪犽犲狊犻狋犳狌犾犾狅犳

狋犺犲狋犺犻犮犽犳犾犪狏狅狉狅犳犾狅犮犪犾犻狋狔．犠犲

犺犪狏犲犮狉犲犪狋犲犱狋犺犲狀犲狑狆犲狉犻狅犱狅犳狉犲

犵犻狅狀犪犾犮狌犾狋狌狉犲犫狔犲狓犮犪狏犪狋犻狀犵犾狅犮犪犾

犺犻狊狋狅狉狔，犱犲狏犲犾狅狆犻狀犵犾狅犮犪犾犮狌犾狋狌狉犲

犪狀犱犮狅犿犫犻狀犻狀犵狋犺犲犮狅狀狊狋狉狌犮狋犻狅狀狅犳

犾狅犮犪犾犾犻狋犲狉犪狋狌狉犲狑犻狋犺狉犲犪犱犻狀犵犾狅犮犪犾

犮狌犾狋狌狉犲．犛犲犮狅狀犱犾狔，狑犲犺犪狏犲犺犲犾犱

犲狓犺犻犫犻狋犻狅狀狊犱犻狊狆犾犪狔犻狀犵狋犺犲犪犮犺犻犲狏犲

犿犲狀狋狅犳狋犺犲犾犻犫狉犪狉狔狊狌狀狊犲犲狀狆狉狅

狋犲犮狋犻狅狀狅犳狅狌狉犾狅犮犪犾犮狌犾狋狌狉犪犾犺犲狉犻狋

犪犵犲．犃狊犪狉犲狊狌犾狋，狋犺犲犾犻狀犽犫犲狋狑犲犲狀

狋犺犲犾犻犫狉犪狉狔犪狀犱犾狅犮犪犾犮狌犾狋狌狉犲犺犪狊

犫犲犲狀狊狋狉犲狀犵狋犺犲狀犲犱犪狀犱犻狋犺犪狊犫犲

犮狅犿犲狋犺犲犫犪犮犽犫狅狀犲狅犳犪犱狏狅犮犪犮狔，

狆狉狅犿狅狋犻狀犵犪狀犱狆狉狅狋犲犮狋犻狀犵狅狌狉犮狌犾

狋狌狉犪犾犺犲狉犻狋犪犵犲．犉犻狀犪犾犾狔，狑犲犺犪狏犲

狌狀犾犲犪狊犺犲犱狅狌狉狀犪狋犻狏犲狌狀犱犻狊犮狅狏犲狉犲犱

狊狅犮犻犪犾狉犲狊狅狌狉犮犲狊犫狔犱犻狉犲犮狋犪狆狆犲犪犾狊狋狅

犵狅狏犲狉狀犿犲狀狋犱犲狆犪狉狋犿犲狀狋狊，狌狉犵犻狀犵
狋犺犲犳犻狀犪狀犮犻犪犾狊狌狆狆狅狉狋狅犳犾狅犮犪犾犵狅狏

犲狉狀犿犲狀狋，犲狓狋犲狀犱犻狀犵狋犺犲狑狅狉犽狅犳

狆狌犫犾犻犮犻狋狔犪狀犱狆狉狅犿狅狋犻狅狀狋狅狋犺犲狆狅

狋犲狀狋犻犪犾狌狊犲狉狊犪狀犱犫狌狊犻狀犲狊狊犲狊狑犻狋犺犻狀

狅狌狉犮狅犿犿狌狀犻狋狔犪狀犱犫狌犻犾犱犻狀犵狊狌狆

狆狅狉狋，犫狅狋犺犿犪狋犲狉犻犪犾犪狀犱犳犻狀犪狀犮犻犪犾，

犪狊狑犲犾犾犪狊狏狅犾狌狀狋犲犲狉犺狌犿犪狀狊狌狆

狆狅狉狋．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犔犻犫狉犪狉狔，犔狅犮犪犾犆狌犾狋狌狉犲，

犕犪狋犲狉犻犪犾犻狕犲，犛狌狆狆狅狉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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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经济的兴起使全国各地日益重视乡土知识的意

义与存在的价值。一个地方丰富的人文地理资源，会形成

深厚的乡土文化积淀，但在历史的变迁中乡土味愈加变

淡，让我们心痛不已。这迫使我们必须及时挖掘地方史

实，珍藏地方史料，弘扬乡土文化，让图书馆弥漫浓浓的乡

土味，留住我们温馨的记忆，绽放乡土文化的独特魅力。

同时将地方文献建设与乡土文化阅读相结合，创造出新时

代的地域文化，吸引更多的读者走进图书馆，在了解本土

文化的同时不断提升文化素养。

１．１　地方图书馆应对地方文化进行抢救性保护与记

录。史书记录的往往是一些大的历史事件，却忽略了一些

社会历史。随着强势知识经济的涌入及一些了解历史、掌

握民族工艺的老人逐渐离世，一些地方历史将随之消失。

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有了解历史，包括相关自己的历史、

自己生存地方的历史及国家的历史的欲望。不论从哪个

方面着手研究、考证，我们总能挖掘出新的内容，这对我们

的后世来说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一个对自己过去的历

史和社会现状无知的人是可悲可怜的，一个对自己过去的

历史和社会现状无知的民族是充满危机的。所以，我们要

记录先辈的足迹、存录自己的历程，让我们的后代子孙不

要因为研究先辈的历史耗费不必要的时间、资金和精力。

１．２　将地方文献建设与乡土文化阅读相结合。图书

馆在做好地方文献建设，创造出新时代地域文化，为创建

学习型社会带来不竭的动力的同时，要鼓励读者展开乡土

文化阅读，将当地文化底蕴和全民学习结合起来，在新的

时代注入新内容、新创造、新发展。乡土文化阅读，可以让

读者了解乡土历史文化，知道有关本地的史迹、典故，追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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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籍的风尚习俗、方言民谚，让读者汲取优秀传统文化的营养，更高层次来说，可以了解

地方文献的品种、特点、作用、沿革等知识，从而增进对家乡的了解，在这里见识日广、能

力渐增，成为一个健康快乐的人，同时达到知乡爱乡爱国的目的。

"! ÓÔÕÖÄ×GØÙÚ©KÛ

适时举办图书馆乡土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展，使乡土文化以文字、绘画、手工制作，还

有音频、视频等物质化手段保存下来。让图书馆增强与乡土文化的契合度，成为倡导、宣

传和保护文化遗产的中坚力量，鼓励人们重视并使用图书馆，激发人们对地方文化的热

爱，让其中优秀内容得以传承和发扬。

２．１　展示地方文化遗产保护成果，激励工作热情，传承灿烂的民族文化。地方文化

遗产保护是一项需要付出爱心和耐心的工作，相关人员付出的辛劳是一般人难以想象

的。他们要深入基层做口述挖掘、镜头记录等，寻找与收集一切有价值的信息并以物质

化的手段加以保存。在一定阶段内，图书馆开展成果展示，展示出民族文化的精髓，不但

能唤起更多人对地方文化遗产保护的关注、珍视和热爱，也是对相关单位及工作人员工

作成果的极大肯定，能激起他们更大的工作热情，使其坚定地在地方文化遗产保护这条

路上走下去。这项工作不仅坚守着我们美好的精神家园，还能把各民族灿烂的文化一代

代传下去，发扬光大。同时，还起到凝聚人心、慰藉心灵的巨大精神作用，鼓励人们以坚

强、乐观、奋进的精神，为实现家乡的发展、国家的繁荣贡献力量。

２．２　多开乡土课堂，举办乡土讲座，吸引更多读者参与。钱理群教授曾经说过：“人

的精神就是立足大地，仰望星空。”要想立足大地，先得认识脚下的土地，看清楚自己的

根。中国的乡土文化源远流长，是中华民族能够繁衍发展的精神寄托和智慧结晶。图书

馆以当地风土人情、自然景观、人文历史、社会发展等文化精华为主线，多开乡土课堂，举

办乡土讲座，可以培养读者对乡土的历史感，对自然、生命、族群及国家的热爱和责任感，

促进人文素养的积淀和提升，增强对乡土认识上的亲近感、情感上与心理上的亲密感。

这些举措能吸引更多的人参与，是继承和发扬乡土文化的最实际的做法，让读者汲取乡

土文化的养分，接受民间文化熏陶，了解本土文化的内涵，激发其热爱家乡，热爱乡土文

化的热情。同时，乡土文化的无穷魅力，会吸引更多人走进图书馆，学会如何利用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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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会让他们在学习、工作方面受益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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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每年会有非物质文化保护专项资金，图书馆应积极向当地政府部门宣传乡土文

化的重要性及其意义，争取更多的财政支持，为这项工作的开展争取更多的精神与物质

支持。并将宣传推广工作深入到企业及社区的潜在图书馆用户中，发展图书馆的支持

者，包括物资资金支持及志愿者的人力支持，激活那些沉睡的巨大社会资源，为图书馆的

发展注入更多活力。

３．１　积极争取政府支持，合理运用政府资金。要真正使乡土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获

得应有的健康发展，还需要积极争取政府的支持。因为公共图书馆作为一个公益性文化

事业体系，主要是由国家和地方财政拨款支持的，图书馆的发展与政府的财政支持息息

相关。图书馆是一项公益事业，也是一个地区文化事业发展的象征。地方文化的优良建

设可以展示本地的魅力与风采。政府在做好图书馆的规划布局和资金投入的同时，应当

加大对图书馆在地方文化建设方面的力度，让图书馆在本方面的建设成为宣传本地文化

的一个窗口。相关工作人员应该积极进行宣传，让当地政府认识到这项工作的重要性，

加大投资力度。并要合理有效的运用资金，做好账目，做好相关工作，以优良的工作成效

争取政府的长期关注与更多支持。

３．２　庞大的本土社会资源不容忽视。图书馆作为知识信息的集散地、公益性的社

会文化教育机构，担负着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的任务。作为企业和民众有必要在力所能

及的范围内为图书馆做点什么，但他们往往缺乏正确引导，即使想做也不知应该如何去

做。因此深入当地企业和社区，加大宣传力度很有必要。在这方面，我们应该积极向台

湾的许多地方图书馆学习，比如，台湾南投县的欣荣纪念图书馆，由当地有名的高氏家族

建立，社会各界的爱心人士在这里聚集，其中有台湾大学的退休教授、国民小学的退休校

长、甚至是家庭主妇等，他们能捧着一颗爱心，不计回报地来这里做义工。令人难忘的一

角———“爱的书库”，许多社会爱心人士将爱心以捐图书的方式呈现出来。走进这里，你

感受到的不仅是浓郁的文化氛围，还会被浓浓的爱心所包围，有快乐、有温馨、有感动、有

震撼……。漫步其中，不知不觉，你的心里会埋下更多爱、责任感和公德心的种子，并在



——— ３０８　　

你的生活和工作中将其悄无声息的撒播。图书馆是提供精神食粮的场所，让我们怀着一

颗爱心，共同构建大家的图书馆大家建、大家用，地方文化大家共建、大家共享的良好局

面。所以，图书馆完全可以接受志愿者的人力支持与资金支持，让自己的发展呈现一种

良性循环，越建越好，公众收益更多，满足越来越多民众的文化需求。

乡土文化是我们的文化之魂、民族之根，让我们怀着对民族及国家的热爱，共同为本

地珍贵的乡土文化作点贡献，留下宝贵的史实资料，留住先辈的文化记忆。让我们把图

书馆作为前沿和阵地，传承本地那股让人迷恋的乡土味，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完成时代

赋予我们的责任。

ijCk

　　［１］冯骥才：一个古画乡的临终抢救［犕］。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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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新兰：女，大学学历，中学一级教师，甘肃省天祝县新华中学语文学科骨干教师。甘肃省“十二

五”省级课题“新时期教师师德建设的研究”负责人。多次荣获“优秀教师”、“优秀德育工作者”等荣誉

称号。多篇论文《语文多媒体教学的合理运用》、《浅议大班额教学收效》等在《语文教学研究》、《教育革

新》等刊物发表，论文、课件及教案在省市比赛中数次获奖。长期辅导学生在各级各类刊物发表作品，

有较强的组织能力及较高的研究水平。

通讯地址：甘肃省武威市天祝藏族自治县团结路新华中学语文组

电子邮箱：狓犺狕狓狑狓犾＠１６３．犮狅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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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柱县宗祠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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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柱县的宗祠文化，是北
侗文化的一种体现，受汉族文化

影响比较深。在修建背景、建筑

风格、社会功能等方面同汉族文

化有相似之处。同时又具有侗族

文化的特点，与当地的经济和教

育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作者与

部分老师、学生成立课题组，通过

实地考察、到图书馆查阅地方文

献、网上搜索相关网站等途径收

集资料整理成本文，文章主要从

宗祠的修建背景、宗祠与族中人

物、建筑风格、社会功能、宗祠与

当地的经济、教育等方面介绍天

柱县的宗祠文化，并对如何开发

和利用宗祠文化促进当地社会经

济的发展，以及构建和谐社会提

出建议。

$%&#天柱县　宗祠文化　
研究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犜犻犪狀狕犺狌犆狅狌狀狋狔犮犾犪狀犮狌犾狋狌狉犲

犻狊犪狉犲犳犾犲犮狋犻狅狀狅犳狋犺犲犖狅狉狋犺犇狅狀犵犮狌犾

狋狌狉犲，犱犲犲狆犾狔犻狀犳犾狌犲狀犮犲犱犫狔犎犪狀犮狌犾

狋狌狉犲．犅犪狊犲犱狅狀狋犺犲狉犲狊犲犪狉犮犺犱狅狀犲犫狔

狋犺犲犪狌狋犺狅狉狊犪狀犱狅狋犺犲狉狋犲犪犮犺犲狉狊犪狀犱

　　走到贵州省黔东南黎平、从江、榕江，给我印象深刻的

是，在这三个县的村寨中都有一个以上的公共建筑———鼓

楼。而在天柱县的村寨里也有一些公共建筑，但与黎平、

从江、榕江县的鼓楼完全不一样，是家族祠堂。黎平、从

江、榕江和天柱都是侗族比较集中的地区，为何在文化上

有如此大的差异，于是选择这种独特的文化现象作为研究

对象。作者与部分老师、学生成立课题组，对天柱祠堂进

行研究。通过对天柱县白市镇、远口镇、竹林乡的地坌和

三门塘等地进行实地考察，走访天柱县医院的袁显荣老

师，查阅了一些文献资料，完成此文。

天柱县位于黔东南东部，地跨东经１０８°５５″———

１０９°３３″，北纬２６°４１″———２７°０９″。总面积２２１３平方公里，

总人口４１万，其中侗族人口占６６％，苗族人口占３２％。天

柱县境内主干河流为清水江，清水江沿岸宗祠文化非常丰

富。从天柱县城乘车向白市、远口方向行驶，或由锦屏三

江镇放舟沿清水江而下，沿途乡镇、村寨可见许多宗祠建

筑。据不完全统计，在天柱、锦屏两县境内有４０多个姓氏



——— ３１０　　

　　　　　　 　　　　　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狋犺犲狆犪狆犲狉犻狀狋狉狅犱狌犮犲狊狋犺犲

犮犾犪狀犮狌犾狋狌狉犲犻狀犮犾狌犱犻狀犵犻狋狊犫犪犮犽犵狉狅狌狀犱，

狆犲狅狆犾犲，犪狉犮犺犻狋犲犮狋狌狉犲，狊狅犮犻犪犾犳狌狀犮狋犻狅狀，

犪狀犱犻狋狊犻犿狆犪犮狋狅狀犾狅犮犪犾犲犮狅狀狅犿狔犪狀犱

犲犱狌犮犪狋犻狅狀．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犜犻犪狀狕犺狌犆狅狌犻狀狋狔，犮犾犪狀

犮狌犾狋狌狉犲，狉犲狊犲犪狉犮犺

宗祠１４６座，大多分布在清水江沿岸。宗祠有的建平地

上，有的依山就势建，一般与民居保持１０多米到几十米的

距离，一方面是防火患，另一方面是保肃静。所处的位置，

常为村头寨首，地势略高。宗祠占地面积有的４００至５００

平方米，多数在１０００平方米左右，也有的近２０００平方

米。天柱宗祠大多建于清代，约占８８％。形成独特的文化

现象。

!! èéê?0ëì

《辞海》关于家庙词目中说：古代有官爵者得建立家

庙，祭祀祖先。在家祠条目中说：“祠堂，即家庙。古代士

庶不得立家庙。至明代，许立祖迁祖庙，称宗祠。”据考证，

修家祠是从明朝嘉靖年间开始的。在这样的背景下，侗苗

地区清水江沿岸的一些大姓家族，为弘扬宗族名声、壮大

族势，维系族中团结，便由有一定权势和较高威望的人领

头修建宗祠。

"! íè3î¯ïµ

宗祠的修建往往与该族祖先中某一人物有关，或为其

所建。此人往往是由外地迁来的开山始祖，当然是也有例

外。远口吴氏总祠是为供奉南宋理宗嘉熙时的吴盛而建

的。此人曾官至云南大理寺丞，后来因宦海险恶，于理宗

淳年间，携妻子儿女，经湖广潜入苗疆远口居住。远口

吴氏后裔数万众修祠，即为纪念此人。天柱白市杨氏先祠

则是为了纪念南宋时期平“蛮”有功授指挥使（正三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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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洪及其长子（袭父职任指挥使）杨万潮而建。杨氏父子曾进驻过天柱、渡马、白市等地。

解甲归田后居住白市地样。三门塘刘氏宗祠是为了纪念明朝初年随朱元璋御驾征战、军

功卓著而被诰封为“昭勇将军”刘旺的。刘旺后调锦屏铜鼓卫平“蛮”，在铜鼓逝世。他的

儿子刘源继承父职，任铜鼓卫掌印指挥史。其后裔迁三门塘居住。北岭乐氏宗祠以武骑

慰忠义郎乐书溪为始祖而建。新舟宋氏宗祠为清代进士、翰林庶吉士宋仁溥、新舟吴氏

宗祠为其开基始祖、曾任江州知州的吴世富所建。竹林秀田唐氏宗祠为供宋嘉年间出

任湖广辰州府守备唐敏所建。邦洞三团陂头寨杨氏宗祠是纪念其始居此地之祖杨祖贤

的。杨公生于元顺帝二年（１３４２年）十月十五日。少年习武，在锦屏湖耳司从军，青年时

代戎马疆场。因有战绩，洪武四年（１３７１年），授杨祖贤指挥使职。洪武五年随军南征，收

抚苗村侗寨三百余所，受朝廷赏识。洪武十二年，杨祖贤驻军天柱。洪武十三年复往湖

广会同，续取皂旗张氏居天柱安乐乡四团（即今邦洞官舟）陂头寨。定居此地后，获准于

此高土官土司，生产发展，稳定一方。三团杨氏族众以建祠宇长记其德，永怀其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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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江下游沿岸的建筑风格大致相同。总的说均是外围砖墙，里面是木质结构建

筑。外围砖墙均高出里面的木结构建筑，外墙高数丈不等，多为三至四级马头墙翘角。

宗祠围墙所用的砖都是专制的“三六九”砖，即厚三寸，宽六寸，长九寸，比现在的常用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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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实宽大得多。为了表示对其产品的质量负责，有的烧砖主人还将自己的姓名或符号煅

烧在砖上。

宗祠修高墙一方面是防火，二是防御外人攻击，三是增加建筑气势，显示宗族权威。

宗祠正面是牌楼和大门。装饰华美的牌楼是整个宗祠建筑最主要、最下功夫之处。牌楼

高一般在１０至１５米之间，二级或三级重檐装饰。配以多幅甚至几十幅浮雕或彩绘。这

些浮雕彩绘通常取材于该姓氏历史著名人物或历史故事。如白市镇白岩塘畔杨氏先祠

的牌楼，以“杨洪公平南”、“杨怀玉救主”、“杨业归宋”、“杨延昭挂帅”、“杨文广夺印”、“杨

宣娘大破白马关”等故事彩绘于墙。最具代表性的是远口吴氏总祠的牌楼，由左中右三

间组成，呈八字形展开。图像全部是五彩缤纷的立体塑像，人物花鸟，千姿百态，栩栩如

生。其画幅除有“吴举子拉箭”等吴氏故事外，还有天仙配、文王访贤、云长出关、罗通扫

北、太君辞朝、八仙过海、司马迁写史，屈原赋“离骚”、天女散花、嫦娥奔月等著名历史故

事与传说。全国文物专家苏东海老教授看此牌楼后亦惊叹不已，连说应视之为“国宝”。

三门塘“太原祠”牌楼上的八幅胶泥浮雕，每幅都刻画一个王氏人物故事，即王子求仙、王

翦勋业、王霸归隐、王陵应召、王浑受降、王维作画、王佐种魁、荆公视农等。牌楼门柱、石

磉等均为石雕，其余为灰雕。灰雕工艺复杂讲究。先将石灰用细筛筛过，将石灰粉末浸

泡数日成灰浆，然后再调以糯米浆、葛麻根浆调拌而成，再用来雕塑。

　

牌楼的正面下方是宗祠大门。大门上方根据其宗祠的规格等级刻有“犡氏分祠”、“犡

氏宗祠”、“犡氏先祠”、“犡氏总祠”四种。其分类易于理解。这些祠名常横排阴刻在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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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的青石板上，镶嵌在牌楼石库门上方。祠牌上方常题写该姓氏的郡望或堂号。如白

市先祠题有“弘农郡”三个字，白市新舟的舒氏先祠为“京兆郡”、吴氏先祠为“延陵堂”、北

岭乐氏宗祠显“建城侯”等。有的则是族门家声的赞词。如天柱坌处王氏宗祠所书的“本

支百世”，三门塘刘氏祠的“昭勇将军”，远口吴氏宗祠的“泰伯流芳”等。第三种情形则是

以郡望堂号直接代替祠名。如三门塘王氏宗祠名之为“太原祠”、天柱凤城袁氏族宗祠名

之为“卧雪堂”等。

　

除上述建筑雕饰共有的特征外，有的宗祠另有一些独特装饰。如坌处三门塘的刘氏

族宗祠，是一所中西合璧的哥特式古建筑。其牌楼及两墙及两墙壁脊上的动物、植物浮

雕工艺精湛。牌楼上的中国结、两个时钟，具中西特色。尤其是上方墙柱及瓜柱上的四

组神秘的字母，数百年来没有人能解释，增加了神秘感。

在三门塘王氏宗祠“太原祠”和坌处街头王氏宗祠、石洞高旦的欧氏宗祠都有五颗巨

大的白菜浮雕，其工艺逼真自不必说，寓意颇有意思。白菜昭示该氏家族一清二白、洁净

无瑕之风；也有的说是取清白上墙，功名高种（中）之意。

宗祠的内部结构分为门楼、外厅、中厅、正厅、厢房、耳房等部分。以两进或三进及两

天井的组合院式为多。由大门而入，头顶部为约２０平方米宽的戏台。戏台的前面与两侧

为天井。天井主要是祠内采光之用。戏台之下是过道。规模较大的祠堂过道两侧配有

耳房。第一道天井之后为中厅，又称之为享堂，较为宽敞，是祭祖、议事的场所，也是供族

人观戏之处。过中厅到第二道天井。最后一进则是寝厅，又叫正殿，为供奉祖先牌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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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此厅屋基往往高出中厅堂一米左右，以便族人祭祀时瞻仰客观上会产生庄严肃穆的感

觉。天井两侧为厢房（即廊庑）。有的是平房，有的建两层楼。建两层楼的配走廊。天井和

通道多用青石板铺就，有的用鹅卵石铺成铜钱花街状。宗祠内的柱子均用本地特产的巨大

而笔直的老杉树做成。横梁则用各种硬木如楠木、榉木等，便于雕刻各种花纹图案。

规模较大的宗祠中，戏楼是重要的组成部分。现保存较好的宗祠戏楼有白市杨氏先

祠、远口吴氏总祠、北岭乐氏宗祠等。戏楼紧靠牌楼，面向中厅。戏楼除有戏台外还有跑

场通道、更衣室、道具室等。规模较小的宗祠则没有这种设施。

正殿神龛是每座宗祠的核心部位，是雕饰的重点。各宗祠设神龛数不尽相同，两个

以上神龛的现已无存，只有“犡氏先祖之位”类似牌位。正殿宽为三到五间，神龛均设在

宗祠中轴、正殿明间后壁上。现保存最完好、最具欣赏价值的神龛有白市杨氏先祠和白

市新舟舒氏宗祠的雕双龙绕柱神龛，制作精细，金碧辉煌，光彩照人。

　

在保存较好的宗祠内部设施中，无论是神龛、戏楼、厅堂、厢房，柱柱有对联；抬梁、甚

至房顶均有人物花鸟彩绘；厢房、窗棂有镂刻或浮雕，一枋一木都是工艺品，无处不充满

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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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全国各地的宗祠一样，清水江下游的宗祠社会功能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用来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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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拜祖，敬仰先人，每年开展一至二次祭祀活动；二是用来族中议事；三是在祠中修缮或

晾晒谱牒；四是在族中教化子孙，处罚不肖族人，严肃族规；五是在族中开展诸如演戏等

文化娱乐活动。

固定性的宗祠祭祖，一般每年二至三次，常在春夏秋三季进行。另有非固定性祭祖，

如某家儿孙中功名（秀才以上），晋升职级，或官宦告老还乡、荣归故里等亦开祠祭祖。个

别声望较大的人去世亦可开祠祭祀，但灵柩不进祠堂，只是灵牌进祠。清明节开祠祭祀，

主要讨论族中扫墓及坟山等事宜；六月初六晾晒家谱亦要在祠中先祭祖宗，然后翻晒家

谱以防虫蛀霉变，同时让儿孙入祠拜读家谱，听长者讲述家世源流；冬至祭祖，主要由族

中有德望之人宣讲家规族训，化解族中纠纷，促进家族和睦。

各姓氏的家祠祭祀有各自的固定祭仪，并通过族谱世代相传。各姓氏祭仪大同小

异。祭祀前先张布文榜，要求同族子孙各宜“格尔心、洁尔体、饬尔服、谨尔仪。禁止喧

哗，遵依礼法”，祭仪由祠长或族长主持。祭祀时，长房嫡子站在中厅最前首，然后依次分

两旁而立。祠长由本族德高望重者担任。祭祀开始前，在宗祠正殿（即寝堂）神龛前设供

桌数张，桌上摆香案烛台、香灯及供品，如屠宰修净的猪、羊（过去称之为牺牲）和糖果等。

有的地方还包括牛，故称之为三牲。清水江下游苗侗人民认为牛是养家躬耕、受人尊敬

之牲灵，故不杀牛祭祖。祭祀仪式开始，先由主持人高声念诵。执事者各执其事，主祭孙

就位。鸣金、击鼓、奏乐之后，参祭者参神、鞠躬、跪拜完毕，至洗（先置几盆净水于一侧供

象征性洗手用）。然后再到历代祖考祖妣神位香案前，焚香、跪拜、酬酒、进馔，行初献礼。

如此反复行亚献礼（又称终献礼）。每次献礼都由引唱生吟唱初献礼、亚献礼、三献礼之

诗。其中还由主持者或引唱生歌迎神之诗，诵读祝文，歌送神曲。每次祭仪完毕，再由主

持人说明本次祭祖后需议之事，并留下各房各支代表具体商谈。祭拜及各种活动结束

后，常在祠内开设宴席。固定性的公祭费用由宗祠公用经费开销；非固定性祭祀费用则

由当事人承担。家祠的公用经费来源于族中议定预留的祠田、祠山等方面的收入。每年

的经费收支由祠长掌握，而祭拜的经费往来及后勤服务等事，由一年一届的值年负责。

值年由三至四户同族户主担任。

在清水江下游各姓氏宗祠及祭祀活动，和全国各地一样，一方面充斥着封建宗法伦理

观念，一方面也表达了后人继承传统、维护家庭团结的意愿，客观上是有利于社会稳定的。

宗祠与家谱密不可分，二者有如宗法族权藤蔓上的枝叶与瓜果，相互依存，互映生

辉。自北宋欧、苏二氏率先作谱以来，历朝历代，上至天子，下至臣民，各族各支均十分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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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族谱的修撰，认为族之有谱，犹如国之有史也。在清水江下游沿岸的各姓氏族中，几十年

一次的家谱修撰活动都在宗祠内进行。路途较远的修谱人员往往吃住都在祠中。修谱之

前，要净手焚香祷告祖先。如此庄重的修撰，需要一至数年才能完成。谱修完毕，须择吉

日，在家祠中向各房各支举行隆重的分发仪式。同样，分谱仪式由祠长、族长或总撰主持，

祭拜祖宗之后，由本次谱牒主修人员报告编修经过，协修人员公布费用账目等。然后各房

各支户主净手接谱，鸣炮作乐，然后带回家中妥善保存。有的还制作精制的木匣或木箱来

装家谱，然后存放在家中堂屋正壁“天地君亲师位”神榜前的神龛台上，逢年过节供儿孙拜

读。各姓氏的家谱除了主要记载其姓氏源流、迁徙情况、宗支分布、族衍情况、生殁时辰、葬

迁及人物传记等外，几乎所有的家谱都将其宗祠相关情况收录谱中，包括宗祠的择地取向、

修建、争讼、神龛安装、祠田祠山、宗祠契约、祭祠礼仪、亲友赞文、名家诗赋、对联、碑叙、祠

堂记等。“宗祠记”着重记述该姓家祠的修建背景、建造经过、祠之规模与占地等。

在宗祠中处罚不肖子弟，严肃族规，主要是对家族中大逆不道、伤风败俗、违法乱纪之

徒，由族长或祠长主持，在家祠中当祖先的面施刑，甚至处罚致死。清代末年，清水江下游

的天柱县坌处镇刘氏家族中，有一逆子百般刁难他的母亲，不给饭吃，不给衣穿，并将母亲

赶出家门。母亲气愤不过，到族长家哭诉。族长与祠长商量，派人将这不孝之子捆到祠中，

然后要全族十五岁以上，六十岁以下的男子，用扁条每人使劲打三下。此人被打得皮开肉绽，

气息奄奄，屎尿不禁。见此惨状，他母亲心软，又跪着向族长、祠长和众从求情，方才罢休。

%! íè3"Móô

经实地考察和阅查文献资料，我发现在清水江沿岸的乡镇、村寨和高酿、凤城、社学、

渡马、邦洞、蓝田坝区，宗祠修建比较多，规模也校大，而石洞、阳寨、八界、地湖等地则较

少，这种现象同天柱县经济状况有关。

天柱县经济分为三条区域带，一条是清水江沿岸区域带，以经营木材及水上运输为主，

因贸易繁荣，利润丰厚，属于较为富裕域；第二条区域带为高酿、凤城、社学、渡马、邦洞、蓝

田一线坝区，是主要产粮区；第三种区域即远离清水江、远离坝区、远离文化中心，田亩较

少，交通闭塞的石洞、阳寨、八界、注溪、三合、地湖等地，以经营山地为主，收入少，文化落后。

富裕地区的有权有势和富庶人家主动建祠，即使贫穷人家困受观念影响，或迫于族权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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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及族势的亲和力，也捐资建祠。而经济落后的石洞等地，收入少，生活艰难，文化又落后，既

无自己的文字记载，甚至连汉话都不会说，无力兴办各种公共事业，因而宗祠修建的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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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座宗祠不仅是一部这个家族的迁徙史、创业史、更是一部家族文化史。从宗祠

的构思、策划、择地、设计、风格、构造、牌坊、戏楼、神龛、对联，以及祭祀活动等，无一不是

以文化作为基础，最后又以文化形式来体现的。这就要求宗祠的倡修者们及其所属族众

必须有较高的文化底蕴，而这又是依赖当地较长时间的教育来完成的。

天柱县自明代建县以后，建立县学，兴建开化学院，创办兴文社学、宝带桥社学、钟鼓

洞社学、聚溪社学等。到清代，大办学院，据查，在清代光绪年间，全县有十五所书院。此

外，群众捐田、捐款办学，私塾遍布城乡，读书之风日盛，呈现“邑士颇知向学，户诵家弦”

的盛况。明清两代中举人，进士相继出现。在调查中我注意到，宗祠修建最早，分布最密

集的地方，也就是教育开发最早的地方。天柱县凤城镇与社学乡宗祠较多，因为这两个

地方均为天柱的中心区，是全县经济、政治与文化中心（社学亦设过县府，教育发展相对

较早，人才出得较多）。坌处、竹林、远口、白市、瓮洞五个乡镇有宗祠２８座，接近全县的一

半。除了清水江提供的自然条件、经济相对发达外，还可以从这里的教育来找到答案。

清代乾隆年间，竹林地坌绅士彭瓤谟等人就创办了地坌私塾学校，贡生蒋代盛、岁进士唐

寅等人均曾为此私塾的学子。康熙年间，远口吴万年自捐田产在远口创办延陵书院，得

到当时贵州巡抚贺长林的称赞，并题赠《咏烈颂芳》匾牌。也是在乾隆年间，鲍塘村群众

创建的凤鸣学馆，吸引了方圆几十里的农家子弟到此求学，培养了不少优秀人才。现仍

耸立在鲍塘寨旁的两米多高的“凤鸣馆碑记”，与寨内的吴氏宗祠、粟氏宗祠成为古寨三

宝，共同折射出历史文化的光芒。清朝末年，天柱白市北岭的开明贤达乐章德，带领群众

破寺庙建学堂的惊天状举，激励了几代北岭人。近百年来，从北岭走出去的人才遍及全

国各地。破庙建校后，富甲一方的东章德又不惜巨资慷慨解囊，带领族众扩建了北岭乐

氏宗祠。在三祠并立的白市新舟村，清代举人杨宜科不恋仕途，在当地设馆施教。天柱

第二位进士宋仁溥乃其得意门生，钦赐翰林庶吉士，后任河南卫辉府淇县知县，勤政为

民，办事公正，人称之为“宋青天”，后积劳成疾卒于任上，根据当地人民要求安葬于淇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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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卫辉府志》称他们为一代名宦，其家乡白市新舟宋氏族人为纪念他，于民国二十世纪

七年修建了宋氏宗祠以供祀奉。可以说，没有名师杨宜科的注重教育，也许难以造就出

宋仁溥，没有宋仁溥，也许就没有宋氏家祠。

'! {÷øùíèÐY0úû

天柱县的宗祠文化，是汉文化和侗文化的结合体。从建筑风格看，外墙是派建筑风

格，从社会功能看，同汉族地区基本相同，是汉文化的体现。天柱县的宗祠非常重视彩

绘，颜色鲜艳丰富，是侗文化的体现。

(! íè0x¸>üêÕÖ3ý�

从宗祠的始建到新中国成立，其间经历了一百到三百多年的洗礼，风剥雨蚀，加之这

段时间正处于社会大变革、大动荡、几经战乱，不少姓氏的家祠早已荡然无存，有的只剩

残垣断墙。战乱时期，不少家祠因有高大而牢固的围墙而被占作军事办公等用途。新中

国成立之后的二十多年，由于种种原因，宗祠被用作乡办政府、村办公楼、农协会、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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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库、派出所、法庭、卫生所等。这不仅使家祠为当时的社会稳定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

新的贡献，客观上也对家祠本身的保护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

命，又使不少幸存下来的家祠被视为封建主义的产物受摧毁。随着国家建设的日新月

异，乡村各机关各部门用房紧张状况得到改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进一步贯彻执

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现存的宗祠多已物归原主。

几百年来，各姓氏这宗祠都经过了该姓族众多次捐资维修。如白市杨氏先祠已经历

了清咸丰间、民国四年与二十七年、１９９６年的四次维修；三门塘刘氏宗祠经历了光绪初

年、民国二十二年和１９９８年三次维修。多数姓氏家祠的维修力求恢复原貌，但也有的将

现代建筑材料如水泥、瓷砖等用上。据初步调查，现保存较完好的有天柱白市杨氏先祠、

三门塘刘氏宗祠、三门塘“太原祠”、远口吴氏总祠、坌处王氏宗祠、凤城袁氏宗祠、北岭乐

氏宗祠、润松陆氏宗祠、新舟舒氏宗祠、宋氏宗祠、吴氏宗祠、竹林高坡宗祠、鲍塘粟氏宗

祠、吴氏宗祠、江东杨氏宗祠。而外墙及牌楼较好，祠内木质已霉损或坍塌的有天柱龙盘

上寨陈氏宗祠、周氏宗祠、润松四甲、八甲、老寨三所杨氏宗祠、蓝田扎寨与邦洞中高野的

三所杨氏族宗祠、远口夏寨、潘寨的两所罗氏宗祠等共４０多座。而现仅见断垣残壁，甚至

只见祠基或一些柱磉、石坊的也有３０多座。

天柱县人民政府１９８４年公布的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将三门塘刘氏宗祠列为县级文

物保护单位；１９９５年４月公布的第二批文物保护单位，又将白市杨氏先祠、远口吴氏总

祠、新舟舒氏宗祠列入其中；２００２年６月又将坌处王氏宗祠、鲍塘吴氏宗祠、凤城“卧雪

堂”袁氏宗祠、润松乐寨杨氏宗祠等１３座宗祠列入第三批县级文物保护对象。至此，天柱

县已有１７座家祠受到了国家应有的保护。２００２年，贵州省文化厅拨出专款，用于天柱这

些文物的保护。

如何利用宗祠文化资源，有几点建议：一是将祠堂变成家族成员聚集的厅堂，使之成为

教育族人和化解矛盾的场所；二是将祠堂变成群众文娱活动的中心，成为人们休闲、娱乐和

琴棋书画场所；三是将祠堂变成科技培训场所；四是将祠堂变成时事政策的学习场所；五是

将祠堂变成了解社情民意的重要窗口。具体做法是：（１）设立民间机构。如祠堂管理委员

会、道德评议组、宣传教育组、对外联络组、族务管理组、文体活动组及阅览室、展览室、棋牌

室、音像室、办公室；（２）突出榜样内容，即社会奉献功绩突出的族人功德榜，好学上进、自学

成才的族人典型成才榜；家庭和睦、遵纪守法、邻里团结的好榜样；科技示范、勤劳致富的能

人榜；生活文明、健康长寿的寿星榜；（３）注重节庆日开展形式多样的有利于安定团结、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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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身心健康的讲座及文体活动。另外，结合我省创建“公园省”，黔东南建打造旅游大州的

思路以及海内外炎黄子孙寻根问祖的热潮，招商引资的需要等，清水江下游的宗祠文化在

加强保护的基础上，可逐步开发成为一种独具特色的旅游产品。

lmno

　　陆永?，凯里一中总支副书记。毕业于贵州师范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学士学位。中学历史高级

教师，贵州省中学历史学会理事。具有先进的教育理念、扎实的教学功底、厚重的知识积累，形成极富

个性特色的教学风格，取得了突出的成绩。曾荣获全国模范教师、中小学特级教师、省级骨干教师、州

级拔尖人才、州管专家、州教学能手、市管专家等荣誉称号。

通讯方式：贵州省凯里市文化北路凯里第一中学。

电子邮箱：犽犾狔狕犾狔犾２００９＠１６３．犮狅犿。

龙美，毕业于贵州民族学院历史系，工作以来，曾供职于贵州镇远青溪中学、镇远一中初中部、镇远

中学、浙江省诸暨市海亮私立高级中学、镇远文德中学和凯里一中等不同类型和层次的学校，拥有较丰

富的教育教学背景及工作经验。曾获得黔东南州高中历史优质课第一名和贵州省高中历史优质课二

等奖，州级、省级骨干教师，中学历史高级教师。因受“青树”的影响，２０１１年１１月调入凯里一中后，主

动自荐到图书馆工作，目前是凯里一中图书馆的负责人，希望做一个“青树”的践行者。

王阓，凯里一中历史教师，毕业于贵州师范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学士学位。中学历史高级教师，

教育教学成绩突出。

袁琼燕，凯里一中历史教师，毕业于西南师范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学士学位。中学历史二级

教师。



学校图书馆

犛犮犺狅狅犾犔犻犫狉犪狉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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犈犱犿狅犱狅．犮狅犿：联接图书馆、教师、

学生和家长

□ G"H"IJKLM

!"#在美国学校里，图书馆和
图书馆员有不同的服务目标。一

项新的研究项目将不在同一区域

里的图书馆员、老师和学生联系

起来。在美国最西南边界加利福

尼亚州丘拉维斯塔高中任教的尼

布先生和格瑞彭斯强先生，介绍

了犈犱犿狅犱狅．犮狅犿（一个免费的教

育平台）的背景，阐述了它的用

途，包括联系家长、年级晋升、学

生在线资料讨论。犈犱犿狅犱狅为提

供课外资源，联系其他教师提供

了平台。除了阐述作者的自身经

历外，此 文 中 还 讨 论 了 使 用

犈犱犿狅犱狅服务后学生受到的影

响，学生可以更直接地参与一些

教案。两位教师也表达了他们在

如何使用犈犱犿狅犱狅上的意见以及

介绍如何使用犈犱犿狅犱狅作为一个

讨论的论坛。

$%&#犈犱犿狅犱狅．犮狅犿，联接图书
馆，学生和教师，犈犱犿狅犱狅．犮狅犿的

使用

犛犮犺狅狅犾犅犪犮犽犵狉狅狌狀犱

犕狉．犖犲犲犫犪狀犱犕狉．犌狉犻犲狆犲狀狊狋狉狅犺狋犲犪犮犺犪狋犆犺狌犾犪犞犻狊狋犪犎犻犵犺

犛犮犺狅狅犾（犆犞犎犛）犾狅犮犪狋犲犱犻狀狋犺犲犳犪狉狋犺犲狊狋狊狅狌狋犺狑犲狊狋犮狅狉狀犲狉狅犳狋犺犲

犮狅狀狋犻犵狌狅狌狊犝狀犻狋犲犱犛狋犪狋犲狊，犪犫狅狌狋５ 犿犻犾犲狊犳狉狅犿狋犺犲 犕犲狓犻犮狅

犫狅狉犱犲狉．犆犞犎犛犻狊犪犫狅狉犱犲狉狊犮犺狅狅犾犪狀犱狋犺狌狊犺犪狊犿犪狀狔狊狋狌犱犲狀狋狊

狑犻狋犺狋犻犲狊狋狅狋犺犲狀犲犻犵犺犫狅狉犻狀犵犮狅狌狀狋狉狔，犕犲狓犻犮狅，犫犲犮犪狌狊犲犿犪狀狔

犳犪犿犻犾犻犲狊犺犪狏犲犿狅狏犲犱狋狅狋犺犲犝犛犃．犜犺犻狊犵犻狏犲狊狋犺犲狊犮犺狅狅犾犪狏犲狉狔

犻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犳犲犲犾；狋犺犲犺犪犾犾狊犪狉犲犳狌犾犾狅犳狆犲狅狆犾犲狊狆犲犪犽犻狀犵狋狑狅

犾犪狀犵狌犪犵犲狊犪狀犱狋犺犲犮狌犾狋狌狉犲狊犪狉犲犫犾犲狀犱犲犱．犃狉狅狌狀犱８５％狅犳狋犺犲

狊犮犺狅狅犾狊狆狅狆狌犾犪狋犻狅狀狊狆犲犪犽犛狆犪狀犻狊犺犪狊狋犺犲犻狉犳犻狉狊狋犾犪狀犵狌犪犵犲．

犐犿犿犻犵狉犪狀狋犳犪犿犻犾犻犲狊狅犳狋犲狀犺犪狏犲犳犻狀犪狀犮犻犪犾狋狉狅狌犫犾犲犪狀犱犳犪犾犾犻狀狋狅

狆狅狏犲狉狋狔狑犺犻犮犺犻狊犪犾犾犲狏犻犪狋犲犱犫狔犳犲犱犲狉犪犾犵狅狏犲狉狀犿犲狀狋犪狊狊犻狊狋犪狀犮犲

犳狅狉狊狋狌犱犲狀狋狊；６７％狅犳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狇狌犪犾犻犳狔犳狅狉犪狊狊犻狊狋犪狀犮犲．

犆犺狌犾犪 犞犻狊狋犪 犎犻犵犺犛犮犺狅狅犾狊犲狋犺狀犻犮 犿犪犽犲狌狆犻狊犪犫狅狌狋８５％

犎犻狊狆犪狀犻犮犪狀犱６％ 狑犺犻狋犲，狑犻狋犺９％犫犲犻狀犵犪犿犻狓狋狌狉犲狅犳犃犳狉犻犮犪狀

犃犿犲狉犻犮犪狀，犘犪犮犻犳犻犮犐狊犾犪狀犱犲狉犪狀犱犃狊犻犪狀犃犿犲狉犻犮犪狀．犜犺犲狊犮犺狅狅犾

犮狅狀狋犪犻狀狊２，８００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犪狀犱狅狏犲狉１３０狋犲犪犮犺犲狉狊，犪犱犿犻狀犻狊狋狉犪狋狅狉狊

犪狀犱狊狌狆狆狅狉狋狊狋犪犳犳．犜犺犲狉犲犻狊狅狀犾狔狅狀犲犾犻犫狉犪狉犻犪狀犪狀犱狅狀犲犾犻犫狉犪狉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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犃犫狊狋狉犪犮狋：犔犻犫狉犪狉犻犲狊犪狀犱犾犻犫狉犪狉犻犪狀狊

狊犲狉狏犲狏犪狉犻狅狌狊狆狌狉狆狅狊犲狊犪狋狊犮犺狅狅犾狊

犪犮狉狅狊狊狋犺犲犝狀犻狋犲犱犛狋犪狋犲狊．犜犺犲狀犲狑

狉犲狊犲犪狉犮犺狆狉狅犼犲犮狋犮犪狀犾犲狋犾犻犫狉犪狉犻犪狀，

狋犲犪犮犺犲狉犪狀犱狊狋狌犱犲狀狋犫犲犮狅狀狀犲犮狋犲犱

犻狀狋犺犲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狆犺狔狊犻犮犪犾犾狅犮犪狋犻狅狀．

犕狉．犖犲犲犫犪狀犱犕狉．犌狉犻犲狆犲狀狊狋狉狅犺，

狑犺狅犪狉犲狋犺犲狋犲犪犮犺犲狉狊犻狀犆犺狌犾犪犞犻狊狋犪

犎犻犵犺犛犮犺狅狅犾（犆犞犎犛）犾狅犮犪狋犲犱犻狀狋犺犲

犳犪狉狋犺犲狊狋狊狅狌狋犺狑犲狊狋犮狅狉狀犲狉狅犳狋犺犲

犮狅狀狋犻犵狌狅狌狊 犝狀犻狋犲犱 犛狋犪狋犲狊，犻狀狋狉狅

犱狌犮犲狋犺犲犫犪犮犽犵狉狅狌狀犱狅犳犈犱犿狅犱狅．

犮狅犿（犪犳狉犲犲犲犱狌犮犪狋犻狅狀狆犾犪狋犳狅狉犿）

犪狀犱犲狓狆犾犪犻狀狊狅犿犲狌狊犲犳狌犾犪狉犲犪狊狅犳

犈犱犿狅犱狅，犻狀犮犾狌犱犻狀犵 狆犪狉犲狀狋 犮狅狀

狋犪犮狋狊，犵狉犪犱犲狌狆犱犪狋犲狊，狊狋狌犱犲狀狋犱犻狊

犮狌狊狊犻狅狀狊狅犳狅狀犾犻狀犲犿犪狋犲狉犻犪犾，狆狉狅狏犻

犱犻狀犵犪狆犾犪狋犳狅狉犿狋狅犱犻狊狋狉犻犫狌狋犲犪犱犱犻

狋犻狅狀犪犾犮狅狀狋犲狀狋犪狀犱狉犲狊狅狌狉犮犲狊，犪狀犱

犮狅狀狀犲犮狋犻狀犵 狑犻狋犺 狅狋犺犲狉狋犲犪犮犺犲狉狊．

犃狆犪狉狋犳狉狅犿狋犺犲犪狌狋犺狅狉狊狅狑狀犲狓狆犲

狉犻犲狀犮犲狊，狋犺犻狊狆犪狆犲狉犪犾狊狅犱犻狊犮狌狊狊犲犱

狑犺犪狋狋犺犲狉犲狊狆狅狀狊犲犺犪狊犫犲犲狀犳狉狅犿

狋犺犲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犪犫狅狌狋狑犺犪狋犈犱犿狅犱狅

犺犪狊狋狅狅犳犳犲狉．犛狋狌犱犲狀狋狊犮犪狀犫犲犿狅狉犲

犱犻狉犲犮狋犪狀犱犻狀狊狅犿犲犮犪狊犲狊．犜犺犲狋狑狅

狋犲犪犮犺犲狉狊犪犾狊狅狊犺狅狑狋犺犲犻狉狏犻犲狑狊狅狀

犺狅狑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狋狅狌狊犲犈犱犿狅犱狅犪狀犱

犺狅狑犻狊犈犱犿狅犱狅犪狊犪犉狅狉狌犿 犉狅狉

犇犻狊犮狌狊狊犻狅狀狊．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犈犱犿狅犱狅．犮狅犿 ，犆狅狀

狀犲犮狋犻狅狀狑犻狋犺犾犻犫狉犪狉狔，狊狋狌犱犲狀狋犪狀犱

狋犲犪犮犺犲狉，犝狊犪犵犲狅犳犈犱犿狅犱狅．犮狅犿　

犪犻犱犲．犌犻狏犲狀狋犺犲狉犲犮犲狀狋犲犮狅狀狅犿犻犮犮狅狀狋狉犪犮狋犻狅狀犻狀犆犪犾犻犳狅狉狀犻犪，犻狋

犻狊狀狅狋狌狀犮狅犿犿狅狀狋狅犺犪狏犲犮犾犪狊狊狉犪狋犻狅狊狅犳４０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狋狅犪狋犲犪犮犺犲狉

（狀狅狉犿犪犾犾狔狋犺犻狊犻狊犮犾狅狊犲狉狋狅犪３２狋狅１狉犪狋犻狅）．犆狌狉狉犲狀狋犾狔狀狅

犮犾犪狊狊狉狅狅犿狋犲犪犮犺犲狉犻狊犪犾犾狅狑犲犱狋狅犺犪狏犲狅狏犲狉１８２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犻狀犪犵犻狏犲狀

犱犪狔．犕狉．犌狉犻犲狆犲狀狊狋狉狅犺狊狊犻狋狌犪狋犻狅狀犻狊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犪狊犺犻狊犮犾犪狊狊犲狊犪狉犲

狊犿犪犾犾犲狉狑犻狋犺犪狉犪狋犻狅狅犳３２∶１犫犲犮犪狌狊犲犺犻狊犮狅犾犾犲犵犲狆狉犲狆犮犾犪狊狊犲狊狋犪狌犵犺狋

狋狅１４—１５狔犲犪狉狅犾犱狊犱狅犲狊狀狅狋狉犲犮犲犻狏犲狋犺犲犺犻犵犺犲狊狋犲狀狉狅犾犾犿犲狀狋．犕狉．

犖犲犲犫犺犪狊犪狉犪狋犻狅狅犳犪狆狆狉狅狓犻犿犪狋犲犾狔３６∶１．

犔犻犫狉犪狉犻犪狀狊犪狋犆犺狌犾犪犞犻狊狋犪犎犻犵犺犛犮犺狅狅犾

犔犻犫狉犪狉犻犲狊犪狀犱犾犻犫狉犪狉犻犪狀狊狊犲狉狏犲狏犪狉犻狅狌狊狆狌狉狆狅狊犲狊犪狋狊犮犺狅狅犾狊犪犮狉狅狊狊

狋犺犲犝狀犻狋犲犱犛狋犪狋犲狊，狋犺狅狌犵犺狋犺犲狊狋狅狉狔狅犳犆犺狌犾犪犞犻狊狋犪犻狊狋狔狆犻犮犪犾．

犜犺犲狅犾犱犮狅狀犮犲狆狋狅犳犪犾犻犫狉犪狉狔犫犲犻狀犵犾犻犿犻狋犲犱犫狔狊狆犪犮犲犪狀犱犪

犾犻犫狉犪狉犻犪狀犾犻犿犻狋犲犱犫狔狋犻犿犲犻狊狏犪狀犻狊犺犻狀犵．犆犺狌犾犪犞犻狊狋犪犎犻犵犺犛犮犺狅狅犾

犺犪狊狊犲犲狀狋犺犲狆犺狔狊犻犮犪犾狊狆犪犮犲狅犳狋犺犲犾犻犫狉犪狉狔犱犲犱犻犮犪狋犲犱狋狅犪犮狋狌犪犾

犫狅狅犽狊狊犺狉犻狀犽狑犺犻犾犲犮狅犿狆狌狋犲狉犾犪犫狊犲狇狌犻狆狆犲犱狑犻狋犺狋犺犲犻狀狋犲狉狀犲狋

狋犪犽犲狅狏犲狉犪狊狋犺犲狆狉犻犿犪狉狔犳狅犮狌狊狅犳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狉犲狊犲犪狉犮犺．犜犺犻狊

犿犲犪狀狊狋犺犲犾犻犫狉犪狉犻犪狀犺犪狊狋狅犫犲犮狅犿犲犪狀犲狓狆犲狉狋犪狋狀犪狏犻犵犪狋犻狀犵狋犺犲

狊犲犲犿犻狀犵犾狔犲狀犱犾犲狊狊犻狀狋犲狉狀犲狋．犎犲狅狉狊犺犲犻狊犾犲狊狊犮狅狀犮犲狉狀犲犱狑犻狋犺

狋犺犲犻狀犮狉犲犪狊犻狀犵犾狔狅狌狋犱犪狋犲犱狊狋犪犮犽狊狅犳犫狅狅犽狊狆犺狔狊犻犮犪犾犾狔犾狅犮犪狋犲犱狅狀

犮犪犿狆狌狊．

犜狉犪犱犻狋犻狅狀犪犾犾狔，犪犾犻犫狉犪狉犻犪狀犪犮狋犲犱犪狊犪犵狅犾犱犿犻狀犲狉狅犳犽狀狅狑狀

狇狌犪狀狋犻狋犻犲狊狅犳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犪犳狋犲狉犪狋犲犪犮犺犲狉犺犪犱狉犲狇狌犲狊狋犲犱犺犲犾狆

犳犻狀犱犻狀犵犪犵狅犾犱犲狀狀狌犵犵犲狋狅犳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犠犻狋犺犾犻犿犻狋犲犱狉犲狊狅狌狉犮犲狊

狋狅犮狌犾犾狋犺狉狅狌犵犺，犪狉犲狊犲犪狉犮犺犼狅犫狑犪狊犱狅犪犫犾犲．犖狅狑狋犺犲犾犻犫狉犪狉犻犪狀

犺犪狊狋狅犫犲犮狅犿犲犿狅狉犲犾犻犽犲狋犺犲犮犪狆狋犪犻狀狅犳犪狊犺犻狆犲狓狆犾狅狉犻狀犵狅犮犲犪狀狊

狅犳犲狏犲狉犲狓狆犪狀犱犻狀犵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 狌狊犻狀犵犮狅狀狊狋犪狀狋犾狔犮犺犪狀犵犻狀犵

狋犲犮犺狀狅犾狅犵狔．犎犻狊狅狉犺犲狉狊犫犲狊狋犫犲狋犻狋狋狅狆狉狅犵狀狅狊狋犻犮犪狋犲狑犺犲狉犲狋狅

犳犻狀犱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狋犺犪狋狌犾狋犻犿犪狋犲犾狔犿犪狔狅狉犿犪狔狀狅狋犫犲狅犳狌狊犲犻狀

狋犺犲犮犾犪狊狊狉狅狅犿．犜狅犪狏狅犻犱狋犺犻狊狆狉狅犮犲狊狊狋犲犪犮犺犲狉狊狅犳狋犲狀犱狅狋犺犲犻狉

狅狑狀狊犲犪狉犮犺犲狊狀狅狋犽狀狅狑犻狀犵狑犺犪狋狀犲狑狋犲犮犺狀狅犾狅犵狔犻狊犪狏犪犻犾犪犫犾犲．

犜犺犲犾犻犫狉犪狉犻犪狀犺犪狊犳狅狌狀犱狋犺犲犿狊犲犾狏犲狊犻狀犪狀犲狑 狆狅狊犻狋犻狅狀狅犳

狆狉狅犪犮狋犻狏犲犾狔犻狀犳狅狉犿犻狀犵狋犺犲狋犲犪犮犺犻狀犵狊狋犪犳犳狅犳狋犺犲犾犪狋犲狊狋狊犲犪狉犮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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狋狅狅犾狊犪狀犱犻狋犻狊狌狆狋狅狋犺犲狋犲犪犮犺犲狉狋狅狊狋犪狔犳犾犲狓犻犫犾犲犪狀犱狅狆犲狀．犜犲犪犮犺犲狉狊犻狀犮狉犲犪狊犻狀犵犾狔犪狏狅犻犱犵狅犻狀犵狋狅犪

犾犻犫狉犪狉狔狋狅狊犲犪狉犮犺犳狅狉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犮犺狅狅狊犻狀犵犻狀狊狋犲犪犱狋狅狋犪犽犲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狋狅犮狅犿狆狌狋犲狉犾犪犫狊狅狉犾犲狋狋犻狀犵

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犱狅狋犺犲犻狉狑狅狉犽犪狋犺狅犿犲．犠犻狋犺狅狌狋狋犺犲狅狆犲狀犮犺犪狀狀犲犾狊狅犳犳犪犮犲狋狅犳犪犮犲犮狅犿犿狌狀犻犮犪狋犻狅狀狋犺犲

犾犻犫狉犪狉犻犪狀狊犼狅犫犮犪狀犫犲狏犲狉狔犱犻犳犳犻犮狌犾狋．犜犺犲狀犲狑狉犲狊犲犪狉犮犺狆狉狅犮犲狊狊犮犪狀犫犲犱犪狌狀狋犻狀犵犳狅狉犾犻犫狉犪狉犻犪狀犪狀犱

狋犲犪犮犺犲狉犪狀犱狊狋狌犱犲狀狋狑犺狅犿犪狔狀狅狋犫犲犮狅狀狀犲犮狋犲犱犻狀狋犺犲狊犪犿犲狆犺狔狊犻犮犪犾犾狅犮犪狋犻狅狀．

犆犺狌犾犪犞犻狊狋犪犎犻犵犺犛犮犺狅狅犾狊犾犻犫狉犪狉犻犪狀，犕狉．犅犻犾犾犎狅狌狊犲，犺犪狊犳犪犮犻犾犻狋犪狋犲犱狋犺犲犪犮犮犲狊狊狋狅犿犪狀狔狅狀犾犻狀犲

狉犲狊狅狌狉犮犲狊犳狅狉狋犲犪犮犺犲狉狊狋狅犻狀狊狆犲犮狋，犲狏犪犾狌犪狋犲犪狀犱狌狊犲犪狊狋犺犲狔狊犲犲犳犻狋．犝狀犳狅狉狋狌狀犪狋犲犾狔，狋犺犲狊犲

狉犲狊狅狌狉犮犲狊犪狉犲狀狅狋狋犪犻犾狅狉犲犱狋狅犳犻狋犪狀狔犵犻狏犲狀犮犾犪狊狊狉狅狅犿狊狆犲犮犻犳犻犮犪犾犾狔犾犻犽犲犾犻犫狉犪狉犻犪狀狉犲狊犲犪狉犮犺狌狊犲犱狋狅犫犲

狑犺犲狀狉犲狊狅狌狉犮犲狊 狑犲狉犲 犿狅狉犲犾犻犿犻狋犲犱犪狀犱狋犲犪犮犺犲狉狊犪狀犱犾犻犫狉犪狉犻犪狀狊犮狅狅狆犲狉犪狋犲犱 犿狅狉犲．犜犺犲

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犾狅犪犱犻狊狀犲狏犲狉犲狀犱犻狀犵犳狅狉犾犻犫狉犪狉犻犪狀，狋犲犪犮犺犲狉犪狀犱狊狋狌犱犲狀狋犪狀犱 狑犻狋犺犻狋犮狅犿犲狊

犻狀犮狉犲犪狊犻狀犵犾狔犮狅犿狆犾犲狓犮犺犪犾犾犲狀犵犲狊狅犳犻狀狋犲犵狉犪狋犻狅狀狅犳狋犺犪狋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犻狀狋狅狋犺犲犮狌狉狉犻犮狌犾狌犿犪狀犱

犾犲犪狉狀犻狀犵犲狓狆犲狉犻犲狀犮犲．犜犺犻狊狋狉犲狀犱犺犪狊犫犲犲狀犵狅犻狀犵狅狀犳狅狉狅狏犲狉２０狔犲犪狉狊犪狊狋犺犲狉犲狊狅狌狉犮犲狊犻狀犾犻犫狉犪狉犻犲狊

犫犲犮犪犿犲犿狅狉犲犻狀狋犲狉犮狅狀狀犲犮狋犲犱犪狀犱狋犺犲犻狉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犫犲犮犪犿犲犿狅狉犲犪犮犮犲狊狊犻犫犾犲狑犻狋犺狅狌狋狋犺犲狀犲犲犱狋狅

犪犮狋狌犪犾犾狔狏犻狊犻狋狋犺犲犾犻犫狉犪狉狔．犜狅犱犪狔狊犃犿犲狉犻犮犪狀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狑犻犾犾狏犻狊犻狋狋犺犲犾犻犫狉犪狉狔狋狅犫犲狊狅犮犻犪犾犪狀犱狌狊犲

犮狅犿狆狌狋犲狉狊犫狌狋狀狅狋狀犲犮犲狊狊犪狉犻犾狔犳狅狉犮狌狉狉犻犮狌犾狌犿狆狌狉狆狅狊犲狊．犕狅狉犲犪狀犱犿狅狉犲犪犮犮犲狊狊狋狅狋犺犲犻狀狋犲狉狀犲狋犳狅狉

狊犮犺狅狅犾狌狊犻狊犱狅狀犲犪狋犺狅犿犲．犅狌狋狋犺犲犿犲犲狋犻狀犵狅犳狋犺犲犿犻狀犱狊犪狀犱狉犲狊犲犪狉犮犺犪狊狊犻狊狋犪狀犮犲狋犺犪狋狑犪狊犲狏犲狉

狆狉犲狊犲狀狋犻狀狋犺犲狅犾犱犾犻犫狉犪狉狔狊犲狋狋犻狀犵狑犪狊狏犲狉狔犻犿狆狅狉狋犪狀狋犪狀犱狑犻犾犾犫犲犻犿狆狅狉狋犪狀狋犻狀狋犺犲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犳狌狋狌狉犲

狑狅狉犽狆犾犪犮犲．犜犺犲狉犲犻狊犪狀犲犲犱狋狅狉犲犻狀狋犲犵狉犪狋犲狋犺犲狆犺狔狊犻犮犪犾犿犲犲狋犻狀犵狆犾犪犮犲犳狅狉犵狉狅狌狆狆狉狅犼犲犮狋狊犪狀犱

狉犲狊犲犪狉犮犺．犐狋犻狊狋犺犪狋犿犲犲狋犻狀犵犪狀犱犮狅狅狆犲狉犪狋犻狅狀狋犺犪狋狀犲犲犱狊狋狅狋狉犪狀狊犻狋犻狅狀犪狊狋犺犲狉犲狊犲犪狉犮犺犲狓狆犲狉犻犲狀犮犲

犲狏狅犾狏犲狊．

犖狅狑狋犺犲狉犲犻狊犪狑犪狔狅犳犮狅狀狋犪犻狀犻狀犵狋犺犲狏犪狊狋狀犲狊狊狅犳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狅狉犪狋犾犲犪狊狋狋狅犺犪狉狀犲狊狊犻狋犻狀犪狏犻狉狋狌犪犾

犿犲犲狋犻狀犵狆犾犪犮犲．犜犺犲犿狅狊狋狉犲犮犲狀狋犲犱狌犮犪狋犻狅狀犪犾狋狅狅犾狆狉狅犿狅狋犲犱犫狔狋犺犲犾犻犫狉犪狉犻犪狀 犕狉．犎狅狌狊犲犻狊

犈犱犿狅犱狅．犮狅犿．犈犱犿狅犱狅犻狊犪狀狅狀犾犻狀犲犱犻狊犮狌狊狊犻狅狀狋狅狅犾狋犺犪狋犪犾犾狅狑狊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犪狀犱狋犲犪犮犺犲狉狊犪狀犱

犾犻犫狉犪狉犻犪狀狊狋狅犻狀狋犲狉犪犮狋犻狀犪狏犻狉狋狌犪犾犾犻犫狉犪狉狔狅狌狋狊犻犱犲狋犺犲狊犮犺狅狅犾．犃犾犻犫狉犪狉狔狋犺犪狋犻狊狅狆犲狀犳狅狉犱犻狊犮狌狊狊犻狅狀

犪狀犱狉犲狊犲犪狉犮犺２４犺狅狌狉狊犪犱犪狔．

犕狉．犖犲犲犫狊犲狓狆犲狉犻犲狀犮犲狊狑犻狋犺犈犱犿狅犱狅，犪狀犱犻狋狊犫犪犮犽犵狉狅狌狀犱

犐犫犲犵犪狀狌狊犻狀犵狋犺犲狑犲犫狊犻狋犲，犲犱犿狅犱狅．犮狅犿，犻狀犑狌犾狔狅犳２０１２，犪狋狋犺犲狊狋犪狉狋狅犳狅狌狉犪犮犪犱犲犿犻犮狔犲犪狉．

犇狌狉犻狀犵狋犺犲犿狅狉犲狋犺犪狀狋犲狀狔犲犪狉狊犐犺犪狏犲犫犲犲狀狋犲犪犮犺犻狀犵犻狀狆狌犫犾犻犮狊犮犺狅狅犾狊，犐犺犪狏犲犲犿狆犾狅狔犲犱犪

狀狌犿犫犲狉狅犳狋犲犮犺狀狅犾狅犵狔犫犪狊犲犱犿犲狋犺狅犱狊狋狅犮狅狀狀犲犮狋狑犻狋犺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犪狀犱狋犺犲犻狉狆犪狉犲狀狋狊．犜犺犲狊犲犺犪狏犲

犻狀犮犾狌犱犲犱，犫狌狋犪狉犲狀狅狋犾犻犿犻狋犲犱狋狅：犪狀狅狀犾犻狀犲犵狉犪犱犲犫狅狅犽，犲犿犪犻犾犻狀犵狆犪狉犲狀狋狊牔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狅狀犾犻狀犲

犪狋狋犲狀犱犪狀犮犲狉犲狆狅狉狋狊，犺犪狏犻狀犵犪犮犾犪狊狊狑犲犫狊犻狋犲，狌狊犻狀犵犪狑犲犫狊犻狋犲狑犻狋犺犻狀狊狋狉狌犮狋犻狅狀犪犾狏犻犱犲狅狊，犲狋犮．犜犺犲

犻狀狋犲狉狀犲狋犪狀犱犻狋狊犿犻犾犾犻狅狀狊狅犳狑犲犫狆犪犵犲狊犪狉犲狊狋犻犾犾犪狉犲犾犪狋犻狏犲犾狔狀犲狑狆犺犲狀狅犿犲狀狅狀犻狀狅狌狉狊狅犮犻犲狋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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犇狌狉犻狀犵狋犺犲犳犻狉狊狋１５狔犲犪狉狊狅犳狋犺犲犻狀狋犲狉狀犲狋狊狑犻犱犲狊狆狉犲犪犱狌狊犲，犿犪狀狔狑犲犫狊犻狋犲狊犺犪狏犲犮狅犿狆犲狋犲犱狋狅犫犲

狅狀犲狅犳狋犺犲犱犲犳犻狀犻狋犻狏犲狊犻狋犲狊狆犲狅狆犾犲狌狊犲，犼狌狊狋犪狊犫狌狊犻狀犲狊狊犲狊犻狀犪狀狔犻狀犱狌狊狋狉狔犮狅犿狆犲狋犲狋狅犫犲狅狀犲狅犳狋犺犲

犿狅狊狋狆狅狆狌犾犪狉，狊狅犾狏犲狀狋犫狉犪狀犱狊狋犺犪狋狊犲犾犾犪狆狉狅犱狌犮狋．犜犺狌狊，狑犲犺犪狏犲狊犲犲狀 犌狅狅犵犾犲犮狅犿犲狋狅

狆狉狅犿犻狀犲狀犮犲犪狊狋犺犲狆狉犻犿犪狉狔狊犲犪狉犮犺犲狀犵犻狀犲．犃犿犪狕狅狀犺犪狊犲犿犲狉犵犲犱犪狊狋犺犲狆狉犻犿犪狉狔狅狀犾犻狀犲狉犲狋犪犻犾犲狉狅犳

犿狅狊狋犻狋犲犿狊，犲狊狆犲犮犻犪犾犾狔犫狅狅犽狊犪狀犱犲犾犲犮狋狉狅狀犻犮狊．犈犛犘犖．犮狅犿犻狊狋犺犲犿狅狊狋狆狅狆狌犾犪狉狊犻狋犲狋犺犪狋犃犿犲狉犻犮犪狀狊

犵狅狋狅犳狅狉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犪犫狅狌狋狊狆狅狉狋狊．犜犺犲狉犲犪狉犲犺狌狀犱狉犲犱狊狅犳狅狋犺犲狉犲狓犪犿狆犾犲狊犪狀犱狊狋狅狉犻犲狊狅犳狑犲犫狊犻狋犲狊

狋犺犪狋犫犲犵犪狀犻狀犪犮狉狅狑犱犲犱犳犻犲犾犱狋犺犪狋犺犪狏犲犲犿犲狉犵犲犱犪狊狋犺犲犻狀犱狌狊狋狉狔狊狋犪狀犱犪狉犱犳狅狉狑犲犫狊犻狋犲狊犻狀犪狀狔

犵犻狏犲狀犳犻犲犾犱．犠犻狋犺狉犲犵犪狉犱狊狋狅犲犱狌犮犪狋犻狅狀，狋犺狌狊犳犪狉狋犺犲狉犲犺犪狊犫犲犲狀狀狅犮犾犲犪狉犳狉狅狀狋狉狌狀狀犲狉狋狅狆狉狅狏犻犱犲犪

犾犻狀犽犫犲狋狑犲犲狀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狆犪狉犲狀狋狊犪狀犱狋犺犲狋犲犪犮犺犲狉狊，狅狉犪狀狔狅狋犺犲狉犫犪狊犻犮犳狌狀犮狋犻狅狀狋犺犪狋狊犮犺狅狅犾狊

犿犪犻狀狋犪犻狀．犛犲犲犻狀犵狋犺犻狊，犈犱犿狅犱狅狋狅狅犽犪犫狅犾犱狊狋犲狆犻狀犪狋狋犲犿狆狋犻狀犵狋狅犫犲犮狅犿犲狋犺犲犾犲犪犱犲狉犻狀犻狋狊犳犻犲犾犱．

犈犱犿狅犱狅犾狅狅犽犲犱犪狋犪狊犻犿犻犾犪狉犳犻犲犾犱狊狅犮犻犪犾狀犲狋狑狅狉犽犻狀犵，犪狀犱犱狌狆犾犻犮犪狋犲犱狋犺犲犳狅狉犿犪狋狅犳犻狋狊犻狀犱狌狊狋狉狔

犾犲犪犱犲狉，犉犪犮犲犫狅狅犽．犈犱犿狅犱狅狊犿犪犻狀狊犲犾犾犻狀犵狆狅犻狀狋犻狊狋犺犪狋犻狋犻狊狏犻狉狋狌犪犾犾狔犻犱犲狀狋犻犮犪犾狋狅犉犪犮犲犫狅狅犽犻狀

狋犲狉犿狊狅犳犾狅狅犽，犾犪狔狅狌狋，狋狔狆犲狊狅犳犳狌狀犮狋犻狅狀狊，犲狋犮．犈犱犿狅犱狅犺犪狊狅狀犾狔犫犲犲狀狅狀犾犻狀犲犳狅狉２狔犲犪狉狊，犫狌狋

狊狅犳犪狉犺犪狊狉犲犵犻狊狋犲狉犲犱犪犮犮狅狌狀狋狊犳狅狉犪犾犿狅狊狋９％狅犳狋犺犲狀犪狋犻狅狀狊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犻狀犓犻狀犱犲狉犵犪狉狋犲狀狋犺狉狅狌犵犺

犮狅犾犾犲犵犲．

犃狋狋犺犲狋犻犿犲狋犺犻狊狆犪狆犲狉犻狊狑狉犻狋狋犲狀，犻狋犻狊犛犲狆狋犲犿犫犲狉，２０１２，犪狀犱犐犺犪狏犲犫犲犲狀狑狅狉犽犻狀犵狑犻狋犺犈犱犿狅犱狅

犳狅狉狋狑狅犿狅狀狋犺狊．犐犺犪狏犲犫犲犮狅犿犲狏犲狉狔犳犪犿犻犾犻犪狉狑犻狋犺犻狋狊狌狊犲狊，犫犲狀犲犳犻狋狊，犪狀犱犱狉犪狑犫犪犮犽狊．犐犮犪狀狀狅狋

狊犪狔狑犻狋犺犪狀狔犪狌狋犺狅狉犻狋狔狑犺犲狋犺犲狉犈犱犿狅犱狅狑犻犾犾犫犲犪犱犲犳犻狀犻狋犻狏犲狆犾犪狋犳狅狉犿狋犺犪狋犐犪狀犱犿狔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狑犻犾犾

狌狊犲犳狅狉狔犲犪狉狊狋狅犮狅犿犲．犉狅狉狋犺犲狋犻犿犲犫犲犻狀犵犺狅狑犲狏犲狉，犐犺犪狏犲犳狅狌狀犱犻狋犪狀犲犳犳犲犮狋犻狏犲狋狅狅犾狋狅犲狀犵犪犵犲

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狅狌狋狊犻犱犲狋犺犲犮犾犪狊狊狉狅狅犿．犜犺犻狊狆犪狆犲狉犻狊狀狅狋犿犲犪狀狋狋狅犫犲犮狅犿狆狉犲犺犲狀狊犻狏犲狑犻狋犺狉犲犵犪狉犱狊狋狅犪犾犾

狋犺犲狋犺犻狀犵狊犈犱犿狅犱狅犮犪狀犱狅．犐狑犻犾犾犱犻狊犮狌狊狊狊狅犿犲狅犳狋犺犲犪狉犲犪狊狋犺犪狋犐犺犪狏犲犳狅狌狀犱犈犱犿狅犱狅犿狅狊狋

狌狊犲犳狌犾，犻狀犮犾狌犱犻狀犵狆犪狉犲狀狋犮狅狀狋犪犮狋狊，犵狉犪犱犲狌狆犱犪狋犲狊，狊狋狌犱犲狀狋犱犻狊犮狌狊狊犻狅狀狊狅犳狅狀犾犻狀犲 犿犪狋犲狉犻犪犾，

狆狉狅狏犻犱犻狀犵犪狆犾犪狋犳狅狉犿狋狅犱犻狊狋狉犻犫狌狋犲犪犱犱犻狋犻狅狀犪犾犮狅狀狋犲狀狋犪狀犱狉犲狊狅狌狉犮犲狊，犪狀犱犮狅狀狀犲犮狋犻狀犵狑犻狋犺狅狋犺犲狉

狋犲犪犮犺犲狉狊．犃狆犪狉狋犳狉狅犿犿狔狅狑狀犲狓狆犲狉犻犲狀犮犲狊，犐狑犻犾犾犪犾狊狅犱犻狊犮狌狊狊狑犺犪狋狋犺犲狉犲狊狆狅狀狊犲犺犪狊犫犲犲狀犳狉狅犿

犿狔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犪犫狅狌狋狑犺犪狋犈犱犿狅犱狅犺犪狊狋狅狅犳犳犲狉．

犕狉．犖犲犲犫狊犝狊犲狅犳犈犱犿狅犱狅

犃狊犪狋犲犪犮犺犲狉，犫狔犳犪狉狋犺犲犿狅狊狋犳狉犲狇狌犲狀狋犪狀犱狅狏犲狉狑犺犲犾犿犻狀犵狇狌犲狊狋犻狅狀狊犐狉犲犮犲犻狏犲犳狉狅犿狆犪狉犲狀狋狊犪狀犱

狋犺犲犻狉犮犺犻犾犱狉犲狀犪狉犲犪犫狅狌狋犵狉犪犱犲狊．犛狅犿犲狋犲犪犮犺犲狉狊犮犺狅狅狊犲狋狅狌狊犲犪狀狅狀犾犻狀犲犵狉犪犱犲狆狉狅犵狉犪犿狑犺犲狉犲

狋犺犲狔犮犪狀犲狀狋犲狉狋犺犲狊犮狅狉犲狊狅犳犲狏犲狉狔犪狊狊犻犵狀犿犲狀狋．犐狀犿狔犵犲狅犿犲狋狉狔犮犾犪狊狊狉狅狅犿，犐犪狊狊犻犵狀犳狅狌狉

犺狅犿犲狑狅狉犽犪狊狊犻犵狀犿犲狀狋狊狆犲狉狑犲犲犽．犃狋狋犺犲犲狀犱狅犳犲犪犮犺狑犲犲犽，犐犪犾狊狅犮狅犾犾犲犮狋犪狀犱犵狉犪犱犲狑狅狉犽狋犺犪狋

狋犺犲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犮狅犿狆犾犲狋犲犱犻狀犮犾犪狊狊，犪狀犱狋犺犲狇狌犻狕狋犺犲狔狋犪犽犲犲犪犮犺犉狉犻犱犪狔．犌犻狏犲狀犪狆狆狉狅狓犻犿犪狋犲犾狔１３０

犌犲狅犿犲狋狉狔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狋犺犪狋犿犲犪狀狊狋犺犲狉犲犪狉犲犪狆狆狉狅狓犻犿犪狋犲犾狔７８０犪狊狊犻犵狀犿犲狀狋狊狋犺犪狋犐犿狌狊狋犵狉犪犱犲犪狀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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狋犺犲狀犲狀狋犲狉犪狊犮狅狉犲犻狀狋狅狋犺犲犮狅犿狆狌狋犲狉犳狅狉狋犺犲犵犲狅犿犲狋狉狔犮犾犪狊狊犲狊犪犾狅狀犲．犜犺犲犵狉犪犱犲犫狅狅犽犳狌狀犮狋犻狅狀狅狀

犈犱犿狅犱狅犻狊犺犲犾狆犳狌犾狋狅犿犲犪狊犪狋犲犪犮犺犲狉，犫狌狋狀狅狋犫犲犮犪狌狊犲犻狋犻狊犲犪狊狔狋狅狌狊犲．犗狀狋犺犲犮狅狀狋狉犪狉狔，犻狋犻狊

犿狅狉犲狋犻犿犲犮狅狀狊狌犿犻狀犵狋狅犲狀狋犲狉狊犮狅狉犲狊狅狀犈犱犿狅犱狅狋犺犪狀犻狋犻狊犻狀狋狅狋犺犲狋狉犪犱犻狋犻狅狀犪犾犵狉犪犱犲犫狅狅犽犐犺犪狏犲

犫犲犲狀狌狊犻狀犵狅狀犿狔犮狅犿狆狌狋犲狉．犎狅狑犲狏犲狉，犈犱犿狅犱狅狆狉狅狏犻犱犲狊犪狆犾犪狋犳狅狉犿犳狅狉狆犪狉犲狀狋狊狋狅犵狅狋狅犳犻狉狊狋

狑犺犲狀犻狀狏犲狊狋犻犵犪狋犻狀犵狋犺犲犻狉犮犺犻犾犱狊狆狉狅犵狉犲狊狊犻狀犮犾犪狊狊．犜犺狌狊，狉犪狋犺犲狉狋犺犪狀狊犲狀犱犻狀犵犿犲犪狀犲犿犪犻犾

犱犻狉犲犮狋犾狔犪狀犱狑犪犻狋犻狀犵犳狅狉犪狉犲狊狆狅狀狊犲，狆犪狉犲狀狋狊犪狉犲犪犫犾犲狋狅犵犲狋犪狀犻犿犿犲犱犻犪狋犲犪狀狊狑犲狉犪狊狋狅狑犺犪狋狋犺犲犻狉

犮犺犻犾犱狊犵狉犪犱犲犻狊犻狀狋犺犲犮犾犪狊狊．犛狅，犳狅狉狋犺犻狊犪狊狆犲犮狋，狉犪狋犺犲狉狋犺犪狀犲狀狋犲狉狋犺犲狊犮狅狉犲犳狅狉犲狏犲狉狔狊犻狀犵犾犲

犪狊狊犻犵狀犿犲狀狋，犐犼狌狊狋狌狆犱犪狋犲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犵狉犪犱犲狊犪狋狋犺犲犲狀犱狅犳犲犪犮犺狑犲犲犽．犜犺狌狊，狆犪狉犲狀狋狊犪狀犱狊狋狌犱犲狀狋狊

犮犪狀犮犺犲犮犽犲犪犮犺狑犲犲犽犲狀犱犳狅狉狋犺犲犾犪狋犲狊狋狌狆犱犪狋犲狅狀狋犺犲犻狉犮犺犻犾犱狊狆狉狅犵狉犲狊狊．

犗犳犮狅狌狉狊犲，狆犪狉犲狀狋狊犪狉犲狅狀犾狔犿犪狉犵犻狀犪犾狌狊犲狉狊狅犳狋犺犲狑犲犫狊犻狋犲．犜犺犲狑犲犫狊犻狋犲狑犪狊犱犲狊犻犵狀犲犱狆狉犻犿犪狉犻犾狔

狑犻狋犺狋犺犲狊狋狌犱犲狀狋犻狀犿犻狀犱，犪狀犱狋犺犲狔犪狉犲狅犳犮狅狌狉狊犲，犿狔犳犻狉狊狋狆狉犻狅狉犻狋狔犻狀犱犲犮犻犱犻狀犵犺狅狑犐狊犺狅狌犾犱狌狊犲

狋犺犲狑犲犫狊犻狋犲．犜犺犲犺狅犿犲狆犪犵犲狅犳狋犺犲犵犲狅犿犲狋狉狔犵狉狅狌狆狋犺犪狋犐犺犪狏犲犮狉犲犪狋犲犱狅狀犈犱犿狅犱狅犻狊犱犻狊狆犾犪狔犲犱犪狊

犪犾犻狊狋狅犳“狆狅狊狋狊”狋犺犪狋犲犻狋犺犲狉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狅狉狋犺犲狋犲犪犮犺犲狉犮犪狀狑狉犻狋犲．犐狋犻狊狉犪狉犲犳狅狉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狋狅犻狀犻狋犻犪狋犲犪

狆狅狊狋狅狉犾犲犪犱犪犱犻狊犮狌狊狊犻狅狀狅狀狋犺犲狆犪犵犲．犈狏犲狀狋犺狅狌犵犺犿狔犵犲狅犿犲狋狉狔犵狉狅狌狆犺犪狊狅狀犲狋犲犪犮犺犲狉（犿狔狊犲犾犳）

犪狀犱１３０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犐犪犿狉犲狊狆狅狀狊犻犫犾犲犳狅狉犮犾狅狊犲狋狅犺犪犾犳狅犳狋犺犲犻狀犻狋犻犪犾狆狅狊狋狊．犃犾狋犺狅狌犵犺狋犺犻狊犿犪狔狊狅狌狀犱

狅狀犲狊犻犱犲犱，犐犪犮狋狌犪犾犾狔犮狅狀狊犻犱犲狉犻狋犿狌犮犺犿狅狉犲犮狅犾犾犪犫狅狉犪狋犻狏犲狋犺犪狀狑犺犪狋犺犪狆狆犲狀狊犱犪犻犾狔犻狀犿狔

犮犾犪狊狊狉狅狅犿，狊犻狀犮犲，犿狔犾犲犮狋狌狉犻狀犵犪狀犱犲狓狆犾犪狀犪狋犻狅狀狊犿犲犪狀狊狋犺犪狋犐犱狅８０—９０％狅犳狋犺犲狊狆犲犪犽犻狀犵．犜犺犲

狇狌犪犾犻狋狔狅犳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狇狌犲狊狋犻狅狀狊犪狀犱犮狅犿犿犲狀狋狊犮犺犪狀犵犲狊狊犾犻犵犺狋犾狔狅狀犈犱犿狅犱狅狋狅狅．犠犺犻犾犲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犪狉犲

犵犲狀犲狉犪犾犾狔狊狅犿犲狑犺犪狋狊犺狔犪犫狅狌狋犪狊犽犻狀犵犪狇狌犲狊狋犻狅狀犻狀犮犾犪狊狊狅狉犪狊犽犻狀犵犳狅狉犳狌狉狋犺犲狉犱犲狋犪犻犾狅狀犪狋狅狆犻犮，

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狋犲狀犱狋狅犫犲犿狅狉犲狌狀犻狀犺犻犫犻狋犲犱狅狀犾犻狀犲．犛狋狌犱犲狀狋狊犮犪狀犫犲犿狅狉犲犱犻狉犲犮狋犪狀犱犻狀狊狅犿犲犮犪狊犲狊，

犿狅狉犲狊犪狉犮犪狊狋犻犮，狑犻狋犺狅狌狋狋犺犲狆狅狊狊犻犫犻犾犻狋狔狅犳犫犲犻狀犵犮狉犻狋犻犮犻狕犲犱犫狔狋犺犲犻狉狆犲犲狉狊狅狉犱犻狊狉狌狆狋犻狀犵犮犾犪狊狊．犐狊犲犲

狋犺犻狊犪狊狅狀犲狅犳狋犺犲犫犻犵犵犲狊狋犫犲狀犲犳犻狋狊狋犺犪狋犈犱犿狅犱狅犺犪狊狋狅狅犳犳犲狉犪狀犱犐犪犿犪犾狑犪狔狊犲犪犵犲狉犳狅狉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狋狅

犪狊犽狇狌犲狊狋犻狅狀狊；狋犺犻狊犻狊犪犫犻犵狊犻犵狀狅犳犺狅狑犲狀犵犪犵犲犱狋犺犲狔犪狉犲犻狀狋犺犲犮犾犪狊狊．

犗狀犲狅犳狋犺犲狆狉犻犿犪狉狔犳狌狀犮狋犻狅狀狊狅犳犈犱犿狅犱狅狋犺犪狋犐狌狊犲犻狊犻狋狊犮犪狆犪犮犻狋狔犳狅狉狊狋狅狉犪犵犲狊狆犪犮犲．犜犺犲狉犲犪狉犲犪

狀狌犿犫犲狉狅犳狉犲狊狅狌狉犮犲狊狋犺犪狋犐狌狊犲狅狀狋犺犲犮狅犿狆狌狋犲狉狑犺犻犮犺犪狉犲狌狀犪狏犪犻犾犪犫犾犲狋狅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狊犻狀犮犲狋犺犲狔犱狅

狀狅狋犺犪狏犲狆犲狉狊狅狀犪犾犮狅犿狆狌狋犲狉狊狋狅狌狊犲犻狀狋犺犲犮犾犪狊狊狉狅狅犿．犎狅狑犲狏犲狉，狅狀犮犲狋犺犲狔犪狉犲犺狅犿犲，狑犺犲狉犲

犿狅狊狋犪犾犾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犱狅犺犪狏犲犪犮狅犿狆狌狋犲狉犪狀犱犪犮犮犲狊狊狋狅狋犺犲犻狀狋犲狉狀犲狋，狋犺犲狔犺犪狏犲狋犺犲狋狅狅犾狊狋狅犪犮犮犲狊狊

犿狅狊狋狅犳狋犺犲犮狅犿狆狌狋犲狉犳犻犾犲狊犐狌狊犲狋狅狋犲犪犮犺．犜犺犲狉犲犪狉犲狋狑狅狋狔狆犲狊狅犳犳犻犾犲狊犐狆狅狊狋狅狀犈犱犿狅犱狅：狆狅狑犲狉

狆狅犻狀狋狆狉犲狊犲狀狋犪狋犻狅狀狊犪狀犱狊犪犿狆犾犲狇狌犻狕狕犲狊．犇狌狉犻狀犵犿狔犱犪犻犾狔狋犲犪犮犺犻狀犵，犐犱犻狊狆犾犪狔狅狌狉狆狉犪犮狋犻犮犲

狆狉狅犫犾犲犿狊犪狀犱狀狅狋犲狊狑犻狋犺狆狅狑犲狉狆狅犻狀狋狆狉犲狊犲狀狋犪狋犻狅狀狊．犛狋狌犱犲狀狋狊狋犺犲狀犮狅狆狔犱狅狑狀狋犺犲犿狅狊狋狉犲犾犲狏犪狀狋

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犻狀狋犺犲犻狉狀狅狋犲狊．犗狀犈犱犿狅犱狅，犐狆狅狊狋狋犺犲犲狀狋犻狉犲狆狅狑犲狉狆狅犻狀狋狆狉犲狊犲狀狋犪狋犻狅狀狊，狑犺犻犮犺

犿犲犪狀狊狋犺犪狋犻犳犐狑犲狀狋狋狅狅犳犪狊狋犳狅狉犪狊狋狌犱犲狀狋，狅狉犻犳犪狊狋狌犱犲狀狋狑犪狊犪犫狊犲狀狋，狋犺犲狔犮犪狀犵狅狅狀犾犻狀犲犾犪狋犲狉

犪狀犱狏犻犲狑狋犺犲犲狓犪犮狋狊犪犿犲狆狅狑犲狉狆狅犻狀狋狆狉犲狊犲狀狋犪狋犻狅狀犪狀犱狑狅狉犽狋犺狉狅狌犵犺狋犺犲狊犪犿犲狆狉犪犮狋犻犮犲狆狉狅犫犾犲犿狊

犪狋狋犺犲犻狉狅狑狀狆犪犮犲．犜犺犲犿狅狉犲狆狅狆狌犾犪狉犳犻犾犲狊狋犺犪狋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犾狅狅犽犪狋，犪狉犲狋犺犲狊犪犿狆犾犲狇狌犻狕狕犲狊．犛犻狀犮犲

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狋犪犽犲犪狇狌犻狕犲狏犲狉狔犉狉犻犱犪狔，犐狌狊狌犪犾犾狔狆狌狋犪狊犪犿狆犾犲狇狌犻狕狅狀犾犻狀犲狋犺犪狋犮狅狆犻犲狊狋犺犲狀狌犿犫犲狉狅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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狇狌犲狊狋犻狅狀狊，狋狔狆犲狅犳狇狌犲狊狋犻狅狀狊，犪狀犱犳狅狉犿犪狋狅犳狋犺犲犪犮狋狌犪犾狇狌犻狕．犜犺犻狊犻狊犪狀犲狓犮犲犾犾犲狀狋狊狋狌犱狔犵狌犻犱犲犳狅狉

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犐犳狋犺犲狔犪狉犲犪犫犾犲狋狅犿犪狊狋犲狉狋犺犲狊犪犿狆犾犲狇狌犻狕，狋犺犲狀狋犺犲狊狋狌犱犲狀狋犽狀狅狑狊狋犺犲狔狑犻犾犾犫犲犪犫犾犲狋狅

犫犲狋犪狀“犃”狅狉“犅”狅狀狋犺犲狉犲犪犾狇狌犻狕．犐狋犻狊狀狅狋狌狀犮狅犿犿狅狀犳狅狉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狋狅狆狅狊狋狇狌犲狊狋犻狅狀狊犪犫狅狌狋狋犺犲

狊犪犿狆犾犲狇狌犻狕狅狀狋犺犲犲犱犿狅犱狅狊犻狋犲狅狉犪狊犽犳狌狉狋犺犲狉狇狌犲狊狋犻狅狀狊狑犺犻犾犲犻狀犮犾犪狊狊．犃犵犪犻狀，犐犪犿犺犪狆狆狔狑犻狋犺

狋犺犻狊犪狊犐犪犿犪犾狑犪狔狊狊狋狉犻狏犻狀犵狋狅犵犲狋犿狔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狋狅犪狊犽犿狅狉犲狇狌犲狊狋犻狅狀狊．

犉犻狀犪犾犾狔，狑犻狋犺狉犲犵犪狉犱狊狋狅狆狉狅犳犲狊狊犻狅狀犪犾犱犲狏犲犾狅狆犿犲狀狋犪犿狅狀犵狊狋犪犳犳犿犲犿犫犲狉狊犪狋狋犺犲犺犻犵犺狊犮犺狅狅犾，狋犺犲

犪犱犿犻狀犻狊狋狉犪狋犻狅狀狅犳犿狔犺犻犵犺狊犮犺狅狅犾犺犪狊狀狅狋狔犲狋犲犿犫狉犪犮犲犱狋犺犲犈犱犿狅犱狅狆犾犪狋犳狅狉犿．犎狅狑犲狏犲狉，犐犺犪狏犲

犫犲犲狀犪犫犾犲狋狅犿狅狉犲犲犪狊犻犾狔犮狅狀狀犲犮狋狑犻狋犺狋犺犲狅狋犺犲狉狋犲犪犮犺犲狉狊犪狋犿狔狊犻狋犲．犐狋犮犪狀犫犲犱犻犳犳犻犮狌犾狋狊狅犿犲狋犻犿犲狊

狋狅犿犲犲狋狑犻狋犺犪狀犱犱犻狊犮狌狊狊犻犱犲犪狊狑犻狋犺狅狋犺犲狉狊狋犪犳犳犿犲犿犫犲狉狊．犜犺犲狉犲犪狉犲狅狏犲狉１２０狋犲犪犮犺犲狉狊犪狀犱８０

犪狊狊犻狊狋犪狀狋狊／犪犱犿犻狀犻狊狋狉犪狋狅狉狊狋犺犪狋狑狅狉犽犪狋犿狔犺犻犵犺狊犮犺狅狅犾．犠犲犪狉犲狊狆狉犲犪犱狅狏犲狉犪犮犻狋狔犫犾狅犮犽犻狀

犻狊狅犾犪狋犲犱犮犾犪狊狊狉狅狅犿狊．犈犱犿狅犱狅狆狉狅狏犻犱犲狊犪狀犻犮犲犳狅狉狌犿狋狅狊犲犲狑犺犪狋狋狔狆犲狊狅犳犾犲狊狊狅狀狊犪狀犱犪犮狋犻狏犻狋犻犲狊

狅狋犺犲狉狋犲犪犮犺犲狉狊犪狉犲狌狆狋狅．犐犳犪狀犻犱犲犪犾狅狅犽狊犻狀狋犲狉犲狊狋犻狀犵，犐犮犪狀狊犻犿狆犾狔狋狔狆犲犪犿犲狊狊犪犵犲狋狅狋犺犲犿犪狊犽犻狀犵

犳狅狉犿狅狉犲犱犲狋犪犻犾．犐狋狊狏犲狉狔犮狅狀狏犲狀犻犲狀狋．

犕狉．犖犲犲犫狊犞犻犲狑狊狅狀犎狅狑犛狋狌犱犲狀狋狊犝狊犲犈犱犿狅犱狅

犐犺犪狏犲犪犾狉犲犪犱狔犱犻狊犮狌狊狊犲犱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狉犲犮犲狆狋犻狅狀狋狅犈犱犿狅犱狅，犫狌狋犐狑犻犾犾犱犻犵狉犲狊狊犿狅狉犲犺犲狉犲狋狅狉犲犪犾犾狔

犻狀狏犲狊狋犻犵犪狋犲犺狅狑犺犲犾狆犳狌犾犈犱犿狅犱狅犻狊狋狅狋犺犲犻狉犪犮犪犱犲犿犻犮狊狌犮犮犲狊狊．犃犾狋犺狅狌犵犺犐犺犪狏犲狀狅狊狋犪狋犻狊狋犻犮狊狅狀狋犺犲

狊狌犫犼犲犮狋，犐犵犲狋狋犺犲犻犿狆狉犲狊狊犻狅狀狋犺犪狋犿狔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狊狆犲狀犱犪狀犲狀狅狉犿狅狌狊犪犿狅狌狀狋狅犳狋犻犿犲狅狀狋犺犲

犻狀狋犲狉狀犲狋．犐犺犪狏犲狊犲犲狀狋犺犲犿犪狋狑狅狉犽犻狀狋犺犲犮狅犿狆狌狋犲狉犾犪犫，犪狀犱犪犾犾犪狉犲犲狓狋狉犲犿犲犾狔狊犪狏狏狔狑犻狋犺狉犲犵犪狉犱狊

狋狅狋犺犲狌狊犲狅犳犮狅犿狆狌狋犲狉狊犳狉狅犿犾犻狊狋犲狀犻狀犵狋狅狋犺犲犻狉犻狀犳狅狉犿犪犾犮狅狀狏犲狉狊犪狋犻狅狀狊，犻狋犻狊犮犾犲犪狉狋犺犪狋狋犺犲狔犽狀狅狑

犪犫狅狌狋犱狅狕犲狀狊犻犳狀狅狋犺狌狀犱狉犲犱狊狅犳狑犲犫狊犻狋犲狊狋犺犪狋狋犺犲狔狏犻狊犻狋狉狅狌狋犻狀犲犾狔．犛犻狀犮犲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狊狆犲狀犱犮犾狅狊犲狋狅

４０犺狅狌狉狊狆犲狉狑犲犲犽犪狋狊犮犺狅狅犾，犪狀狔狋犲犪犮犺犲狉狀狅狋犲犿狆犾狅狔犻狀犵狋犺犲犻狀狋犲狉狀犲狋狋狅狉犲犪犮犺狅狌狋狋狅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犻狊

犿犻狊狊犻狀犵犪犺狌犵犲狅狆狆狅狉狋狌狀犻狋狔．犜狅狆狌狋犻狋犻狀狆犲狉狊狆犲犮狋犻狏犲，２５狔犲犪狉狊犪犵狅，犐狑犪狋犮犺犲犱狋狅狅犿狌犮犺

狋犲犾犲狏犻狊犻狅狀犻狀狋犺犲犲狏犲狀犻狀犵狊．犐犳犻狋犺犪犱犫犲犲狀狆狅狊狊犻犫犾犲狋犺犪狋犿狔狊犮犺狅狅犾狅狉犮犾犪狊狊犲狊狑犲狉犲犪犫犾犲狋狅犫狉狅犪犱犮犪狊狋

犪５犿犻狀狌狋犲狋犲犾犲狏犻狊犻狅狀狊犺狅狑，狋犺犲狉犲犻狊狀狅犱狅狌犫狋狋犺犪狋犐狑狅狌犾犱犺犪狏犲狑犪狋犮犺犲犱犻狋．犃犵犪犻狀，犪犾狋犺狅狌犵犺犐

犺犪狏犲狀狅狊狋犪狋犻狊狋犻犮狊狅狀犺狅狑 犿犪狀狔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狉犲犵狌犾犪狉犾狔狏犻狊犻狋狋犺犲狑犲犫狊犻狋犲，犺犲狉犲犻狊狅狀犲狋犺犪狋犿犪狔

犻犾犾狌犿犻狀犪狋犲狋犺犲犻狉狌狊犪犵犲：犜犺犲狉犲狑犲狉犲５５狅狉犻犵犻狀犪犾狆狅狊狋狊犫狔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犱狌狉犻狀犵狋犺犲犳犻狉狊狋狑犲犲犽狋犺犪狋犿狔

犮犾犪狊狊犲狊狑犲狉犲狊犻犵狀犲犱狌狆狋狅狌狊犲狋犺犲犈犱犿狅犱狅狊犻狋犲．犜犺犻狊犺犪狊犵狉犪犱狌犪犾犾狔犵狅狀犲犱狅狑狀狋狅狋犺犲狆狅犻狀狋狑犺犲狉犲

犻狀狋犺犲犿狅狊狋狉犲犮犲狀狋狑犲犲犽，狋犺犲狉犲狑犲狉犲１４狅狉犻犵犻狀犪犾狆狅狊狋狊．犝狀犳狅狉狋狌狀犪狋犲犾狔，犐犮犪狀狅狀犾狔狊狆犲犮狌犾犪狋犲犪犫狅狌狋

犺狅狑犿犪狀狔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犪狉犲狋犪犽犻狀犵狋犺犲狋犻犿犲狋狅犵狅狉犲犪犱狋犺犲狆狅狊狋狊狅犳狅狋犺犲狉狊狅狀狋犺犲狑犲犫狊犻狋犲．

犗狀犲狋狅狅犾狋犺犪狋犿犪狔犺犲犾狆狊狆狌狉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狋狅狏犻狊犻狋犈犱犿狅犱狅犿狅狉犲犳狉犲狇狌犲狀狋犾狔犻狊狋犺犲狊犿犪狉狋狆犺狅狀犲．犛犿犪狉狋

狆犺狅狀犲狊（狊狌犮犺犪狊狋犺犲犻犘犺狅狀犲狅狉犃狀犱狉狅犻犱狆犺狅狀犲）犺犪狏犲犪狆狊—狊犿犪犾犾狆狉狅犵狉犪犿狊狋犺犪狋犿犻犿犻犮犪狀犱犲狓狆犪狀犱

狌狆狅狀狋犺犲犳狌狀犮狋犻狅狀犪犾犻狋狔狅犳狋狉犪犱犻狋犻狅狀犪犾狑犲犫狊犻狋犲狊．犛犿犪狉狋狆犺狅狀犲狊犪狉犲犲狓狆犲狀狊犻狏犲犪狀犱狀狅狋狅狑狀犲犱犫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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犲狏犲狉狔狊狋狌犱犲狀狋．犐狑狅狌犾犱犲狊狋犻犿犪狋犲狋犺犪狋狆犲狉犺犪狆狊２０％ 狅犳犿狔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狅狑狀犪狊犿犪狉狋狆犺狅狀犲

（狆犲狉狊狅狀犪犾犾狔，犐犱狅狀狅狋狅狑狀狅狀犲狔犲狋）．犃狊狊犿犪狉狋狆犺狅狀犲狊犫犲犮狅犿犲犿狅狉犲狌犫犻狇狌犻狋狅狌狊，犐犫犲犾犻犲狏犲狋犺犪狋

犈犱犿狅犱狅狑犻犾犾狉犲犮犲犻狏犲犿狅狉犲狏犻狊犻狋狊犪犿狅狌狀犵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犪狊狋犺犲狔狑狅狌犾犱犫犲犪犫犾犲狋狅犮犺犲犮犽狋犺犲狊犻狋犲

犪狀狔狑犺犲狉犲—狀狅狋犼狌狊狋犪狋狋犺犲犻狉犺狅犿犲犮狅犿狆狌狋犲狉狊．

犕狉．犌狉犻犲狆犲狀狊狋狉狅犺狊犝狊犲狅犳犈犱犿狅犱狅：

犐狋犲犪犮犺犪犮狅狌狉狊犲犮犪犾犾犲犱犃犱狏犪狀犮犲犱犘犾犪犮犲犿犲狀狋犠狅狉犾犱犎犻狊狋狅狉狔犳犻狏犲狋犻犿犲狊犪犱犪狔．犐狋犻狊犿狔狅狀犾狔

狊狌犫犼犲犮狋．犛狋狌犱犲狀狋狊狑犺狅狊狌犮犮犲狊狊犳狌犾犾狔犾犲犪狉狀狋犺犲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犪狀犱犮犪狀狆犪狊狊犪犮狅犾犾犲犵犲犾犲狏犲犾狋犲狊狋犪狋狋犺犲

犲狀犱狅犳狋犺犲狊犮犺狅狅犾狔犲犪狉犮犪狀犪犮犺犻犲狏犲犮狅犾犾犲犵犲犮狉犲犱犻狋狑犺犻犾犲狊狋犻犾犾犫犲犻狀犵犻狀犺犻犵犺狊犮犺狅狅犾．犜犺犲狋狔狆犻犮犪犾

狊狋狌犱犲狀狋狋犺犪狋狋犪犽犲狊狋犺犻狊犮狅狌狉狊犲狊犮狅狉犲狊狑犲犾犾狅狀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狉犲犪犱犻狀犵犪狀犱犿犪狋犺狋犲狊狋狊犪狀犱犪狉犲狋狉狔犻狀犵狋狅

狆狌狊犺狋犺犲犿狊犲犾狏犲狊狋狅犱狅狌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犾犲狏犲犾犮狉犻狋犻犮犪犾狋犺犻狀犽犻狀犵犪狀犱犲狊狊犪狔狑狉犻狋犻狀犵犳狅狉狋犺犲犳犻狉狊狋狋犻犿犲．

犐狋犻狊犻犿狆狅狉狋犪狀狋犳狅狉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狑犺狅犪狉犲犿犲犲狋犻狀犵狊狌犮犺犵狉犲犪狋犮犺犪犾犾犲狀犵犲狊犳狅狉狋犺犲犳犻狉狊狋狋犻犿犲狋狅犮狅狅狆犲狉犪狋犲

犪狀犱犺犲犾狆犲犪犮犺狅狋犺犲狉．犃狊犕狉．犖犲犲犫狆狅犻狀狋犲犱狅狌狋狋犺犲狉犲犪狉犲犿犪狀狔狀犲狑犻狀狋犲狉狀犲狋犫犪狊犲犱狊狅犮犻犪犾犿犲犱犻犪

狋犺犪狋犪犾犾狅狑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狋狅犮狅狀狀犲犮狋狋狅犲犪犮犺狅狋犺犲狉．犐狑犪狊犳犻狉狊狋犱狉犪狑狀狋狅犈犱犿狅犱狅．犮狅犿犫犲犮犪狌狊犲犻狋狑犪狊犪狀

犲犱狌犮犪狋犻狅狀狅狀犾狔犿犲犱犻狌犿．犜犺犲狉犲犲狓犻狊狋狊犲狏犲狉犪犾狊狅犮犻犪犾狀犲狋狑狅狉犽犻狀犵狊犻狋犲狊犻狀狋犺犲犝狀犻狋犲犱犛狋犪狋犲狊狑犻狋犺

狏犪狉犻狅狌狊狆狌狉狆狅狊犲狊．犜犺犲犿狅狊狋狆狅狆狌犾犪狉犻狊犉犪犮犲犫狅狅犽．犮狅犿．犘犲狅狆犾犲狅犳犪犾犾犪犵犲狊狌狊犲犻狋狋狅狆狉狅犿狅狋犲

犫狌狊犻狀犲狊狊犲狊，狆狉狅犿狅狋犲狆狅犾犻狋犻犮犪犾犪犵犲狀犱犪狊，犱犻狊狆犾犪狔犳犪犿犻犾狔狆犺狅狋狅狊犪狀犱犻狋犻狊狌狊犲犱犲狏犲狀犳狅狉犿犪狋犮犺犿犪犽犻狀犵

犳狌狋狌狉犲犺狌狊犫犪狀犱狊犪狀犱狑犻狏犲狊．犉犪犮犲犫狅狅犽犻狊狊狅狆狅狆狌犾犪狉犎狅犾犾狔狑狅狅犱犿犪犱犲犪犿狅狏犻犲犪犫狅狌狋犻狋狊犮狉犲犪狋犻狅狀．

犐狌狊犲犱狋犺犻狊狀犲狋狑狅狉犽犳狅狉犪狔犲犪狉狋狅犫犲狋狋犲狉犮狅狀狀犲犮狋狑犻狋犺犿狔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犅狔犱犻狊犮狌狊狊犻狀犵狆狉狅犫犾犲犿犪狉犲犪狊狅狉

犪犾犲狉狋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狋狅狌狆犮狅犿犻狀犵犮狌狉狉犻犮狌犾狌犿犪狀犱狋犲狊狋狊犐犳犲犾狋犐狑犪狊犫犲狋狋犲狉狆狉犲狆犪狉犻狀犵狋犺犲犿犳狅狉犿狔

犮狌狉狉犻犮狌犾狌犿狑犺犻犮犺犮狅狏犲狉狊１０，０００狔犲犪狉狊狅犳犺犻狊狋狅狉狔犪狀犱狋犺犲犻狉犳狌狋狌狉犲狋犲狊狋犻狀狋犺犲狊狆狉犻狀犵．犅狌狋狋犺犲狉犲

狑犲狉犲犪犾狑犪狔狊狋狑狅狆狉狅犫犾犲犿狊狑犻狋犺犉犪犮犲犫狅狅犽；犐犺犪犱犳狉犻犲狀犱狊狑犺狅狑犲狉犲狌狊犻狀犵犻狋狋狅犮狅狀狀犲犮狋狑犻狋犺犿犲

犳狅狉狊狅犮犻犪犾狉犲犪狊狅狀狊犪狀犱狊狋狌犱犲狀狋犺犪犱犳狉犻犲狀犱狊狋狉狔犻狀犵狋狅犮狅狀狀犲犮狋狑犻狋犺狋犺犲犿犳狅狉狀狅狀犲犱狌犮犪狋犻狅狀犪犾

狉犲犪狊狅狀狊．犐犱犲犮犻犱犲犱狋狅犱犻狊犮狅狀狀犲犮狋犳狉狅犿狋犺犲狊狅犮犻犪犾狀犲狋狑狅狉犽犳狅狉狊犮犺狅狅犾狆狌狉狆狅狊犲狊狑犺犲狀狋犺犲犾犻犫狉犪狉犻犪狀

狊狌犵犵犲狊狋犲犱犈犱犿狅犱狅．犮狅犿．

犕狉．犌狉犻犲狆犲狀狊狋狉狅犺狊犞犻犲狑狊狅狀犈犱犿狅犱狅犪狊犪犉狅狉狌犿犉狅狉犇犻狊犮狌狊狊犻狅狀狊

犃狊狊狋犪狋犲犱犪犫狅狏犲，狋犺犲犪狊狆犲犮狋狅犳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犺犲犾狆犻狀犵犲犪犮犺狅狋犺犲狉狋犺狉狅狌犵犺犿狅狀犻狋狅狉犲犱犱犻狊犮狌狊狊犻狅狀犻狊犿狔

犳犪狏狅狉犻狋犲犳犲犪狋狌狉犲狅犳狋犺犲犪狆狆犾犻犮犪狋犻狅狀．犛狋狌犱犻犲狊狊犺狅狑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狉犲犿犲犿犫犲狉犿狅狉犲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犻犳狋犺犲狔

犮犪狀犱犻狊犮狌狊狊狑犺犪狋狋犺犲狔犺犪狏犲犾犲犪狉狀犲犱．犅狔犱犻狊狆犾犪狔犻狀犵狋犺犪狋犱犻狊犮狌狊狊犻狅狀犻狀狑狉犻狋犻狀犵，犐犪犿犪犫犾犲狋狅狊犲犲

狑犺犪狋狆犪狉狋狊狅犳狋犺犲犾犲狊狊狅狀狊狋犺犲狔狌狀犱犲狉狊狋犪狀犱犪狀犱狑犺犻犮犺犪狉犲犪狊狀犲犲犱犮犾犪狉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犅犲犮犪狌狊犲犐犮犪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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犮狅狉狉犲犮狋狋犺犲犱犻狊犮狌狊狊犻狅狀狊犱犻狉犲犮狋犻狅狀狅狀犾犻狀犲，犐犱狅狀狅狋犺犪狏犲狋狅狊狆犲狀犱犮犾犪狊狊狋犻犿犲狉犲狋犲犪犮犺犻狀犵狋犺犲

犾犲狊狊狅狀．

犐狋犻狊犲狓犮犻狋犻狀犵犳狅狉犿犲狋狅狊犲犲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犺犲犾狆犻狀犵犲犪犮犺狅狋犺犲狉狑犻狋犺狊狋狌犱犲狀狋犵犲狀犲狉犪狋犲犱狇狌犲狊狋犻狅狀狊．犐

犲狀犮狅狌狉犪犵犲狋犺犲犿狀狅狋狋狅犪狊犽狊犻犿狆犾犲狇狌犲狊狋犻狅狀狊犻狀狏狅犾狏犻狀犵狊犻犿狆犾犲犪狀狊狑犲狉狊，犻狀狊狋犲犪犱犐犲狀犮狅狌狉犪犵犲狋犺犲犿

狋狅狆狅狊狋犪狇狌犲狊狋犻狅狀狑犻狋犺犪狆狅狋犲狀狋犻犪犾犪狀狊狑犲狉狋狅狋犺犲犻狉狅狑狀狇狌犲狊狋犻狅狀犪犾犾狅狑犻狀犵犳狅狉狅狋犺犲狉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狋狅

犪犵狉犲犲狅狉狉犲犳狌狋犲狋犺犲犪狀狊狑犲狉狑犻狋犺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犳狉狅犿狋犺犲狋犲狓狋狅狉狅狋犺犲狉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犳狉狅犿狅狀犾犻狀犲

狉犲狊犲犪狉犮犺．犛狋狌犱犲狀狋狊犪狉犲狏犲狉狔狉犲狊狅狌狉犮犲犳狌犾犪狀犱犪狀狓犻狅狌狊狋狅犺犲犾狆．犃犾狊狅狋犺犲狉犲犪狉犲犿犪狀狔狇狌犲狊狋犻狅狀狊狋犺犲狔

犪狊犽狅狀犾犻狀犲狋犺犪狋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犱狅狀狅狋犪狊犽犻狀犮犾犪狊狊狅狉犱狌狉犻狀犵犿狔狅犳犳犻犮犲犺狅狌狉狊，犫犲犮犪狌狊犲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犳犲犲犾犾犲狊狊

狊犲犾犳犮狅狀狊犮犻狅狌狊狅狀犾犻狀犲．犜犺犲狉犲犻狊狊狋犻犾犾狋犺犲狆狉狅犫犾犲犿狅犳狋犺犲狇狌犲狊狋犻狅狀狊犫犲犻狀犵犪狊犽犲犱犪狋狋犺犲犾犪狊狋犿犻狀狌狋犲

犫犲犳狅狉犲犪狀犱犲狊狊犪狔狅狉狋犲狊狋，犫狌狋犐狊犲犲狋犺犻狊犾犲狏犲犾狅犳犮狅狅狆犲狉犪狋犻狅狀犪狊狆狉狅犵狉犲狊狊狋犺犪狋犐犮犪狀犿狅狀犻狋狅狉狋犺犪狀犽狊

狋狅犈犱犿狅犱狅．犈犱犿狅犱狅犲狏犲狀犺犲犾狆狊狋狉犪犮犽犺狅狑犿狌犮犺犪狊狋狌犱犲狀狋狆犪狉狋犻犮犻狆犪狋犲狊狅狉犻犳犪狊狋狌犱犲狀狋犻狊犼狌狊狋犪狀

狅犫狊犲狉狏犲狉．

犜犺犲狋狔狆犲狊狅犳犱犻狊犮狌狊狊犻狅狀狊狏犪狉狔．犛狋狌犱犲狀狋狊犺犪狏犲狋狅犽狀狅狑８狋犺犲犿犲狊犳狅狉犲犪犮犺犺犻狊狋狅狉犻犮犪犾犮犻狏犻犾犻狕犪狋犻狅狀犪狀犱

狋犻犿犲狆犲狉犻狅犱狑犲狊狋狌犱狔．犜犺犲狋犺犲犿犲狊犪狉犲：犛狅犮犻犲狋狔，犘狅犾犻狋犻犮狊，犐狀狋犲犾犾犲犮狋，犚犲犾犻犵犻狅狀，犐狀狋犲狉犪犮狋犻狅狀，

犜犲犮犺狀狅犾狅犵狔，犈犮狅狀狅犿犻犮狊犪狀犱犇犲犿狅犵狉犪狆犺犻犮狊．犜犺犲狊犲狋犺犲犿犲狊犫犲犮狅犿犲狋狅狆犻犮狊狅犳犱犻狊犮狌狊狊犻狅狀犳狅狉

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犱狌狉犻狀犵狋犺犲狑犲犲犽狅犳狉犲犪犱犻狀犵犮狌犾犿犻狀犪狋犻狀犵犻狀狉犲狏犻犲狑狆狉犲狊犲狀狋犪狋犻狅狀狊狋犺犲犱犪狔犫犲犳狅狉犲犪狋犲狊狋．

犜犺犲狉犲狊狆狅狀狊犻犫犻犾犻狋狔犳狅狉狋犺犲狊犲狋犺犲犿犲狊犵犻狏犲狊狋犺犲犿犪狆狌狉狆狅狊犲犳狅狉狉犲犪犱犻狀犵犲犪犮犺犮犺犪狆狋犲狉犪狀犱犪犾犾狅狑狊狋犺犲

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犪犮犺犪狀犮犲狋狅犻狀犮狉犲犪狊犲狋犺犲犻狉犪狀犪犾狔狋犻犮犪犾狊犽犻犾犾狊．犈犪犮犺犮犺犪狆狋犲狉狅犳狉犲犪犱犻狀犵犱狅犲狊狀狅狋犲狓狆犾犻犮犻狋犾狔

狊狋犪狋犲狋犺犲８狋犺犲犿犲狊狊狅狋犺犲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犪狉犲犾犲犱狋狅犱犻狊犮狌狊狊狑犺犪狋犿犻犵犺狋狊犪狋犻狊犳狔狋犺犲狋犺犲犿犲狊犲犾犲犿犲狀狋狊犪狀犱

狋犺犲狆狉犲狊犲狀狋犪狋犻狅狀狊狉犲狇狌犻狉犲犿犲狀狋狊．犜犺犲狊犲狆狉犲狊犲狀狋犪狋犻狅狀狊犿狅狋犻狏犪狋犲犱犻狊犮狌狊狊犻狅狀狑犻狋犺狋犺犲犲狀狋犻狉犲犮犾犪狊狊狅狀

犈犱犿狅犱狅狑犺犲狀狋狅狆犻犮狊犪狉犲狀狅狋狅犫狏犻狅狌狊犾狔犮狅狏犲狉犲犱犻狀狋犺犲狋犲狓狋．

犃犾狊狅狋犺犲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犫犲犾狅狀犵狋狅狊犿犪犾犾犵狉狅狌狆狊狅犳狆狉犲狊犲狀狋犲狉狊．犈犱犿狅犱狅犿犪犽犲狊犻狋狆狅狊狊犻犫犾犲狋狅犮狉犲犪狋犲狊犿犪犾犾

犵狉狅狌狆狊狑犺狅犮犪狀犱犻狊犮狌狊狊，犻狀狋犺犲犮狅狀犳犻狀犲狊狅犳狋犺犲犻狉狅狀犾犻狀犲犿犲犲狋犻狀犵狊狆犪犮犲，狋犺犲犻狉狅狑狀犵狉狅狌狆狊

狋犺犲犿犪狋犻犮狆狉犲狊犲狀狋犪狋犻狅狀狑犻狋犺狅狌狋犺犪狏犻狀犵狋狅狆犺狔狊犻犮犪犾犾狔犪犾犾犫犲狆狉犲狊犲狀狋犻狀狅狀犲犾狅犮犪狋犻狅狀犪狋狅狀犲狋犻犿犲．

犕狅狊狋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犪狉犲犻狀狏狅犾狏犲犱犻狀犿犪狀狔犲狓狋狉犪犮狌狉狉犻犮狌犾犪狉犪犮狋犻狏犻狋犻犲狊；犈犱犿狅犱狅狆狉狅狏犻犱犲狊狋犺犲犿犪犿犲犲狋犻狀犵

狊狆犪犮犲狋犺犪狋犱狅犲狊狀狅狋犺犪狏犲狋狅狅犮犮狌狉犻狀狉犲犪犾狋犻犿犲犪狋狋犺犲狊犪犿犲狆犾犪犮犲．

犜犺犲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犺犪狏犲狉犲犮犲狀狋犾狔犫犲犵狌狀狊狌犫犿犻狋狋犻狀犵狋犺犲犻狉狑犲犲犽犾狔狋犺犲犿犪狋犻犮狆狉犲狊犲狀狋犪狋犻狅狀狊犻狀犲犾犲犮狋狉狅狀犻犮

犳狅狉犿狏犻犪犘狅狑犲狉犘狅犻狀狋狅狉犘狉犲狊狔（犪犳狉犲犲狅狀犾犻狀犲犘狅狑犲狉犘狅犻狀狋狋狔狆犲狆狉狅犵狉犪犿）．犜犺犲狊犲狆狉犲狊犲狀狋犪狋犻狅狀狊犪狉犲

狋犺犲狀狊狋狅狉犲犱狅狀犈犱犿狅犱狅犻狀狋犺犲狆狉狅狏犻犱犲犱犾犻犫狉犪狉狔狊犲犮狋犻狅狀．犜犺犲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狋犺犲狀犮犪狀犪犮犮犲狊狊犲犪犮犺狅狋犺犲狉狊

狆狉犲狊犲狀狋犪狋犻狅狀狅狀犾犻狀犲犪狀犱狌狊犲狋犺犲犿犪狊狊狋狌犱狔狋狅狅犾狊犳狅狉狋犺犲犮犺犪狆狋犲狉狋犲狊狋犪狀犱狌狀犻狋狋犲狊狋狊犪狀犱狋犺犲犳狌狋狌狉犲

犮狅犾犾犲犵犲犲狓犪犿．（犜犺犪狋犻狊狋犺犲狋狅狆犻犮狅犳犿狔狆狉犲狊犲狀狋犪狋犻狅狀犻狀狋犺犲狅狋犺犲狉狆犪狆犲狉．）

犐狀犪犱犱犻狋犻狅狀狋狅狋犺犲狋犺犲犿犪狋犻犮狆狉犲狊犲狀狋犪狋犻狅狀狊犐犲狀犮狅狌狉犪犵犲犱犻狊犮狌狊狊犻狅狀犫犲犳狅狉犲犪狋犲狊狋犫狔犿狔狆狅狊狋犻狀犵狋犲狊狋

狋狅狆犻犮狊狅狀犈犱犿狅犱狅．犮狅犿．犜犺犲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狋犺犲狀犱犻狊犮狌狊狊狑犺狔狋犺犲狋狅狆犻犮狊犪狉犲犻犿狆狅狉狋犪狀狋，狑犺犪狋狋犺犲狔

犽狀狅狑，犪狀犱狑犺犪狋犽犻狀犱狅犳狇狌犲狊狋犻狅狀狊犐犿犻犵犺狋犪狊犽犪犫狅狌狋狋犺犲狊犲狋狅狆犻犮狊．犛狅犿犲狋犻犿犲狊狋犺犲狔犮狅狉狉犲犮狋

犿犻狊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狋犺犪狋狅狋犺犲狉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狆狅狊狋犪狀犱狊狅犿犲狋犻犿犲狊狋犺犲狔犱犻狊犪犵狉犲犲狅狀狑犺犪狋犪狊狆犲犮狋狊狅犳狋犺犲狋狅狆犻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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犿犪狔犪犮狋狌犪犾犾狔犫犲犪狊犽犲犱狅狀狋犺犲狋犲狊狋，犫狌狋犪犾犾犱犻狊犮狌狊狊犻狅狀犻狊犵狅狅犱犳狅狉犿犲犿狅狉犻狕犻狀犵狋犺犲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

狆狉狅狏犻犱犲犱狋犺犪狋犐犮狅狉狉犲犮狋犿犻狊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犫犲犳狅狉犲狋犺犲狔犪犮狋狌犪犾犾狔狋犪犽犲狋犺犲狋犲狊狋．

犕狉．犌狉犻犲狆犲狀狊狋狉狅犺狊犞犻犲狑狊狅狀犗狋犺犲狉犉犲犪狋狌狉犲狊

犛狋狌犱犲狀狋狊狅犳狋犲狀犿犻狊狊犱犪狔狊狑犺犲狀犐狊犺狅狑犳犻犾犿狊．犐狋犻狊犻犿狆狅狊狊犻犫犾犲犳狅狉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狋狅犿犪犽犲狌狆犪犳犻犾犿狌狊犻狀犵

犮犾犪狊狊狋犻犿犲犫犲犮犪狌狊犲狑犲犿狅狏犲狊狅狇狌犻犮犽犾狔犻狀狋犺犲犃犘犠狅狉犾犱犎犻狊狋狅狉狔犮狌狉狉犻犮狌犾狌犿．犅狌狋狀狅狑狑犻狋犺

犈犱犿狅犱狅犪狀犱狋犺犲犾犻犫狉犪狉狔犳狌狀犮狋犻狅狀，犐犮犪狀犮狉犲犪狋犲犪犾犻犫狉犪狉狔狅犳犳犻犾犿狊狋犺犪狋狋犺犲狔犮犪狀狑犪狋犮犺狅狀狋犺犲犻狉

狅狑狀狋犻犿犲．犜犺犲犳犻犾犿犮犾犻狆狊犪狉犲狀狅狋犵狌犻犱犲犱犪狊狋犺犲狔狑狅狌犾犱犫犲犻狀犮犾犪狊狊犫狌狋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犮犪狀犿犪犽犲狌狆狋犺犲

犳犻犾犿犪狊狊犻犵狀犿犲狀狋狊狀狅狑狅狀犈犱犿狅犱狅，狑犺犲狉犲犪狊犫犲犳狅狉犲狋犺犲狔犺犪犱狋狅犵狅狑犻狋犺狅狌狋狋犺犲犳犻犾犿犪狀犱狋犺犲

狏犪犾狌犪犫犾犲犲狀狉犻犮犺犿犲狀狋狅犳狋犺犲犮狌狉狉犻犮狌犾狌犿．

犜犺犲狉犲犻狊犪犘狉狅犳犲狊狊犻狅狀犪犾犇犲狏犲犾狅狆犿犲狀狋犪狊狆犲犮狋狅犳犈犱犿狅犱狅犫狔犮狅狀狀犲犮狋犻狀犵狋犲犪犮犺犲狉狊狑犻狋犺狋犲犪犮犺犲狉狅狉

狑犻狋犺狅狋犺犲狉犲犱狌犮犪狋犻狅狀犪犾狆狉狅犳犲狊狊犻狅狀犪犾狊．犜犺犲狆狉狅犳犲狊狊犻狅狀犪犾犱犲狏犲犾狅狆犿犲狀狋狅犳犈犱犿狅犱狅犪狊狆犲犮狋犪犾狊狅犺犪狊

狀狅狋狋犪犽犲狀狆犾犪犮犲犳狅狉犿犲．犜犲犪犮犺犲狉狊犪狉犲狊犾狅狑狋狅犼狅犻狀犈犱犿狅犱狅狉犻犵犺狋狀狅狑．犗狌狉狊犮犺狅狅犾犺犪狊狉狅犾犾犲犱狅狌狋

狊犲狏犲狉犪犾狀犲狑犮狅犿狆狌狋犲狉犫犪狊犲犱犮犺犪狀犵犲狊犪狀犱狋犺犪狋犺犪狊狅狏犲狉犾狅犪犱犲犱狅狌狉犪犵犻狀犵狋犲犪犮犺犲狉狆狅狆狌犾犪狋犻狅狀狑犻狋犺

犮犺犪狀犵犲．犜犺犻狊犻狊犪犵狉犲犪狋犳犪犮狋狅狉犻狀犲犱狌犮犪狋犻狅狀犪犾犻狀狀狅狏犪狋犻狅狀犪狀犱狉犲犳狅狉犿犻狀狋犺犲犝狀犻狋犲犱犛狋犪狋犲狊：犺狅狑

犿狌犮犺犮犺犪狀犵犲犻狊狋狅狅犿狌犮犺犪狀犱犺狅狑犳犪狊狋犮犪狀狋犺犻狊犮犺犪狀犵犲犫犲犻犿狆犾犲犿犲狀狋犲犱？犃犱狅狆狋犻狀犵犈犱犿狅犱狅犻狊

狏狅犾狌狀狋犪狉狔犪狋狆狉犲狊犲狀狋狊狅狌狊犻狀犵犻狋犳狅狉狋犲犪犮犺犲狉犱犻狊犮狌狊狊犻狅狀犻狊狀狅狋犺犪狆狆犲狀犻狀犵．

犜犺犲狆狉狅犵狉犪犿 犪犾犾狅狑狊狌狊狋狅狉犲狆狅狉狋犵狉犪犱犲狊犫狌狋犐狌狊犲犪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狊狔狊狋犲犿 犳狅狉狋犺犻狊犮犪犾犾犲犱

犕狔犌狉犪犱犲犅狅狅犽．犮狅犿．犗狌狉犱犻狊狋狉犻犮狋狌狊犲狊犪狊狔狊狋犲犿犮犪犾犾犲犱犘狅狑犲狉犜犲犪犮犺犲狉狑犺犻犮犺犐狑犻犾犾狋狉犪狀狊犻狋犻狅狀狋狅

狀犲狓狋狔犲犪狉．犜犺犲犵狉犪犱犻狀犵狊狔狊狋犲犿狆狉狅狏犻犱犲犱犫狔犈犱犿狅犱狅．犮狅犿犻狊狀狅狋狊犻犵狀犻犳犻犮犪狀狋犲狀狅狌犵犺犳狅狉犿狔

狆狌狉狆狅狊犲狊．犅狌狋狋犺犲犮犪犾犲狀犱犪狉犳犲犪狋狌狉犲狅犳狋犺犲犵狉犪犱犻狀犵狆狉狅犵狉犪犿犻狊狊犻犵狀犻犳犻犮犪狀狋犪狊犻狋犪犾犾狅狑狊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狋狅

狊犲犲犻狀犪犱狏犪狀犮犲狑犺犪狋犪狊狊犻犵狀犿犲狀狋狊犪狉犲犮狅犿犻狀犵犪狀犱狋狅狆犾犪狀犪犮犮狅狉犱犻狀犵犾狔．

犘犪狉犲狀狋狊犪狉犲犪犾犾狅狑犲犱狋狅犼狅犻狀狋犺犲狊狅犮犻犪犾狀犲狋狑狅狉犽犪狀犱犮犪狀狊狋犪狉狋狊犻犱犲犮狅狀狏犲狉狊犪狋犻狅狀狊犫犲狋狑犲犲狀

狋犺犲犿狊犲犾狏犲狊狅狉狑犻狋犺狋犺犲狋犲犪犮犺犲狉狊，犫狌狋狋犺犲狔犪狉犲狀狅狋犪犾犾狅狑犲犱狋狅犻狀狋犲狉犳犲狉犲狑犻狋犺狋犺犲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犐犱狅狀狅狋

狌狊犲狋犺犻狊犳犲犪狋狌狉犲犲犻狋犺犲狉．

犈犱犿狅犱狅犪狀犱犗狋犺犲狉犜犲犮犺狀狅犾狅犵狔

犉犻狀犪犾犾狔，狅狀犲犿狌狊狋犪狊犽，犺狅狑犱狅犲狊犈犱犿狅犱狅犳犻狋犻狀狋狅狋犺犲狉犲犪犾犿狅犳狅狋犺犲狉狋狅狅犾狊犪狀犱狋犲犮犺狀狅犾狅犵犻犮犪犾

犻狀狀狅狏犪狋犻狅狀狊犻狀狋犺犲狉犲犪犾犿狅犳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狋犲犮犺狀狅犾狅犵狔狋犺犪狋狋犲犪犮犺犲狉狊犪狀犱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犺犪狏犲犪狋狋犺犲犻狉

犱犻狊狆狅狊犪犾？犃狊犱犻狊犮狌狊狊犲犱狆狉犲狏犻狅狌狊犾狔，犈犱犿狅犱狅犻狊狊狋犻犾犾犪狉犲犾犪狋犻狏犲犾狔狀犲狑狆犾犪狔犲狉狋狅狋犺犲狑狅狉犾犱狅犳

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狋犲犮犺狀狅犾狅犵狔犪狀犱狅狀犾犻狀犲狉犲狊狅狌狉犮犲狊犳狅狉狋犲犪犮犺犲狉狊．犜犺犲狑狅狉犾犱狅犳犲犱狌犮犪狋犻狅狀犻狊狊犾狅狑狋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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犪犱犪狆狋犪狀狔狊狋犪狀犱犪狉犱狆狉犪犮狋犻犮犲狊，犪狀犱狑犻狋犺狋犺犲犲狏犲狉犮犺犪狀犵犻狀犵犾犪狀犱狊犮犪狆犲狅犳狋犲犮犺狀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狋狅狅犾狊犪狋

狋犲犪犮犺犲狉狊犪狀犱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犱犻狊狆狅狊犪犾，犻狋犻狊犱犻犳犳犻犮狌犾狋犳狅狉狅狀犲狆犾犪狋犳狅狉犿狋狅犲犿犲狉犵犲犪狊狋犺犲犻狀犱狌狊狋狉狔

狊狋犪狀犱犪狉犱．犜犺犲犮狅犿狆犪狀狔，犈犱犿狅犱狅，犾犻犽犲狊狋狅狋狅狌狋狋犺犪狋犻狋犺犪狊狅狏犲狉７，０００，０００狉犲犵犻狊狋犲狉犲犱狌狊犲狉狊．

犆狅狀狊犻犱犲狉犻狀犵狋犺犪狋犪狋犾犲犪狊狋１，０００，０００狅犳狋犺狅狊犲犪狉犲犲犻狋犺犲狉狋犲犪犮犺犲狉狊狅狉狆犪狉犲狀狋狊，狋犺犪狋狊狋犻犾犾犿犲犪狀狊狋犺犪狋

８—９％狅犳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犻狀犃犿犲狉犻犮犪犺犪狏犲犪狉犲犵犻狊狋犲狉犲犱犪犮犮狅狌狀狋．犎狅狑犲狏犲狉，犪犾狅狅犽犪狋犈犱犿狅犱狅狊狑犲犫

狋狉犪犳犳犻犮犻狀犱犻犮犪狋犲狊狋犺犪狋狋犺犲狉犲狑犲狉犲犼狌狊狋狅狏犲狉１，０００，０００狌狀犻狇狌犲狏犻狊犻狋狅狉狊狆犲狉犿狅狀狋犺犳狅狉犑犪狀狌犪狉狔—

犑狌狀犲，２０１２（狋狉犪犳犳犻犮狅犫狏犻狅狌狊犾狔狑犲狀狋犱狅狑狀狊犻犵狀犻犳犻犮犪狀狋犾狔犻狀犑狌犾狔犪狀犱犃狌犵狌狊狋）．犆狅狀狊犻犱犲狉犻狀犵狋犺犪狋

犿犪狀狔狑犲狉犲犪犵犪犻狀，狆狉狅犫犪犫犾狔狋犲犪犮犺犲狉狊牔狆犪狉犲狀狋狊，狋犺犲狉犲狑犲狉犲狉狅狌犵犺犾狔７５０，０００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狅狉１％狅犳

犃犿犲狉犻犮犪狀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犜犺狌狊，犈犱犿狅犱狅犺犪狊犪犾狅狀犵狑犪狔狋狅犵狅犫犲犳狅狉犲犫犲犮狅犿犻狀犵狋犺犲狌狀狇狌犲狊狋犻狅狀犲犱，

狆狉犻犿犪狉狔狆犾犪狋犳狅狉犿犳狅狉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犪狀犱狋犲犪犮犺犲狉狊．犐狀犪犱犱犻狋犻狅狀狋狅狋犺犻狊，犪狊犪犫狌狊犻狀犲狊狊，犈犱犿狅犱狅狀犲犲犱狊狋狅

犳犻狀犱犪狉犲犾犻犪犫犾犲狉犲狏犲狀狌犲狊狋狉犲犪犿狋狅犳狌狀犱狋犺犲狊狅犮犻犪犾狀犲狋狑狅狉犽犻狀犵狆犾犪狋犳狅狉犿狋犺犪狋犺犪狊犫犲犲狀犱犻狊犮狌狊狊犲犱

犺犲狉犲．

犜犺犻狊犻狊犪犾犾狉犲犾犲狏犪狀狋狋狅犺狅狑犈犱犿狅犱狅犳犻狋狊，犫犲犮犪狌狊犲，狌狀犾犲狊狊犈犱犿狅犱狅犻狊狑犻犱犲犾狔狌狊犲犱犪狀犱犪犽狀狅狑狀

犮狅犿犿狅犱犻狋狔犪犿狅狀犵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狋犺犲狔狑犻犾犾狀狅狋狌狊犲犻狋犪狊犪犮狅狀狊犻狊狋犲狀狋犾犲犪狉狀犻狀犵狋狅狅犾．犆狌狉狉犲狀狋犾狔，

狑犺犲狀犲狏犲狉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狑犪狀狋狋狅犾犲犪狉狀犿狅狉犲犪犫狅狌狋犪狀狔犵犻狏犲狀狊狌犫犼犲犮狋，狋犺犲狔犵狅狊狋狉犪犻犵犺狋狋狅狋犺犲犌狅狅犵犾犲

狊犲犪狉犮犺犲狀犵犻狀犲狅狉犠犻犽犻狆犲犱犻犪．犜犺犻狊犵犻狏犲狊狋犺犲犿犪犮犮犲狊狊狋狅犪狑犻犱犲狏犪狉犻犲狋狔狅犳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犪狀犱狑犲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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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观念，提升服务能力是办好欠

发达地区高中图书馆的关键

———基于２０１２青树台湾工作坊考察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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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代的变迁，尤其是
伴随当下高中课程改革的推进，

欠发达地区高中图书馆旧有的管

理模式已经跟不上学校整体发展

的需求。本文借鉴台湾部分中

学、大学以及公共图书馆的共同

经验，从学校的领导层和图书馆

员的管理层，到全体教师和学生

的读者层；从高中图书馆曾固有

的地位和作用，到当下图书馆服

务功能的拓展等方面，阐释改变

观念和提升服务能力的紧迫性和

重要性，并通过案例进行说明，以

期对当下欠发达地区高中图书馆

　　经济的落后，观念的守旧，严重制约了欠发达地区学

校图书馆的发展，也从根本上影响了学校新课程改革工作

的推进与落实。本文就学校图书馆的地位与作用、馆员的

职业素养、图书馆的服务功能等方面提出重新的认识，通

过改变观念，提升服务能力的路径，借助新课程改革的背

景，让欠发达地区高中图书馆抓住这难得的发展机遇，把

学校图书馆建设成真正能为学校的发展、为学校师生的教

学，甚至为社区民众服务的“知识海洋”。抛砖引玉，敬请

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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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设和发展有所启发，抛砖引

玉，与同仁共同探讨更适合欠发

达地区高中图书馆的发展之路。

$%&#欠发达地区，高中图书
馆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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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决定行动，行动决定结果。列宁也曾说过：“没有

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１］，可见观念的重要性，

如果思想意识不到位，具体行动就无从谈起。在长期应试

教育的背景下，学校图书馆一直是个可有可无的机构，在

高中新课程改革逐步向全国推进的过程中，在新课程改革

观念的冲击下，学校图书馆的作用日益凸显，但旧有的观

念仍然束缚着管理者和读者的思想，让图书馆的资源得不

到有效的利用，图书馆的功能得不到有效的开发，图书馆

的作用也得不到有效的发挥，从根本上制约了学校图书馆

自身的发展和学校的整体发展。要改变这种局面，首先从

改变观念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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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中学图书馆的地位和作用一直得不到应有

的重视，尤其是欠发达地区的图书馆建设，受多种因素的

制约，多数图书馆只是为了完成政策性的配备，馆藏图书

重数量而非重视质量，由于资金投入不够，图书也得不到

有效的更新，不能满足读者的需求。其次，教育部门对学

校的评价更看重升学率，学校对老师的评价更看重成绩，

家长社会对孩子的要求也是看成绩，看考上什么样的大学

等等评价机制的影响，学校自然而然地重视教学而忽视其

他的建设。再次，应试教育下的高考试题，更多的是考记

住了多少知识，而不是如何更好的运用知识；更多是立足

书本，而不是立足现实的生活；更多的是应试技能的训练，

而不是思维扩散和创新能力的培养。这样的考试模式，只

要死背书本、强化训练就能得到高分，因此，除课本以外的

其他书籍，得不到重视，学校图书馆也无人问津，变成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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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摆设，一个“闲置”部门，还有什么地位和作用呢。

在新课程理念下，要求变应试教育为素质教育，对老师来说，要改变传统的教学观念

和教学模式，从讲授为主到引导为主，从“教”教材到“用”教材，从讲台上授课到学生中组

织教学，从以老师为主到学生为主等等观念和模式变化，都需要老师不断地学习，而到图

书馆学习是老师专业成长的一个重要的途径之一。对学生来说，面对日益灵活和贴近社

会生活的考题，面对自主招生对学生综合素质的高要求，死背课本已经不能适应新课程

改革下的高考了，不仅要对课本知识掌握要全、准、深，还要考课外知识的广、高、精，对学

生的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自主、合作、探究、实践等等能力的培养和学习，也需要同学们

走进图书馆。对学校的发展来说，老师的成长，优质学生的培养，不是仅局限于课本和教

辅就能实现的，同样需要为老师和学生提供更宽广的平台，加强图书馆的建设不失为一

个很好的路径。只有我们的学校、老师和学生，改变观念，重新定位学校图书馆的地位和

作用，真正把图书馆的建设和发展作为学校的发展、教师的成长和学生培养的重要场所，

学校图书馆的发展才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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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人看来，图书馆的工作就是管书、借书、还书，除了不识字的人外，谁都能从事

这份工作，结果是图书馆变为学校的“收容所”，老弱闲散人员才考虑安排进图书馆工作，

被“发配”到图书馆工作的老师也因此感觉“低人一等”，记得我刚到图书馆工作时，就有

老师问我：“你不是省级骨干教师吗？你怎么去图书馆工作呢？浪费人才，可惜了”。还

有的老师带着怀疑的眼光说：“你不能上课吗？干吗去图书馆？自甘堕落”。当我针对老

师设计一个问卷调查时，原来的图书馆员说：“老师们教学任务那么重，哪里有时间看书

呀，老师们才不重视呢，也不会认真对待的。我们在这里工作，就是养老的，何必自找麻

烦呢”。暂时没课上被安排进馆工作的老师也说：“我就在这里混半年，等缺老师后，下学

期还是申请去上课”。这些观念和做法势必造成馆员文化素质低下、工作热情不够、人员

极不稳定，据我了解，在欠发达地区的很多高中学校都存在类似这样的情况，如此环境

下，如果不改变观念的话，要开展好学校图书馆工作谈何容易。

２０１２年５月在青树教育基金会的资助下，有幸到台湾参观考察了辅仁大学图书馆、

中山女高图书馆、建国中学图书馆、私立欣荣艺术文化中心和高雄大东艺术馆等，从所参

观的几所学校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来看，他们对馆员的要求是很高的，每个图书馆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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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专业的管理人员，不是图书馆专业的也要求很高，这些图书馆管理规范、服务到

位，是与有一支专业且优秀的馆员分不开的。返校后向老师作了考察汇报，一方面介绍

所考察图书馆的经验，另一方面，也谈了一些自己的设想，其中就提到了馆员的素质要

求：随着新课改理念下图书馆的作用日益凸显，学校不能再用旧有的观念来安排图书馆

工作人员了，这样的馆员队伍已经远远不能胜任现实的需要，因为新课改对中学图书馆

工作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工作人员不仅要有令人信服的专业知识，掌握基本的计算

机技能，具有一定的英语水平，有一线教学的工作经验，还要有学校图书馆事业基本的职

业精神：默默无闻的奉献精神、主动服务的工作热情、和风细雨的工作态度、“身己度外甘

为书童的精神”［２］，只有具备了这样的技能和职业精神的馆员，才有可能做好馆员的工

作。之后，部分老师跟我说：“原来图书馆还有那么多工作要做，我还以为你们很清闲”。

还有的老师说：“你说的理念很好，要是能实现就好了”。有几个老师还问：“图书馆还需要

人吗，我也想来图书馆工作，要不做义工也行”。有一支优秀的图书馆员是做好图书馆工作

的核心，只有图书馆员的观念得到改变、职业素养得到提升，做好图书馆工作才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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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意义上的学校图书馆就是购书、藏书、借书、还书等简单的工作，以藏为主，以书

为本，有无读者，无关紧要，书在馆在，图书馆成为学校最闲的部门，既然是这么简单这么

“闲”的工作，只要是识字的都可以做，闲而“无用”之人，就成为馆员的主要来源。人被边

缘化来馆，馆被边缘就自然而然了，长期如此循环，形成当下欠发达地区高中图书馆的现

状。要改变这种现状，就必须从开发图书馆的服务功能着手，高效发挥常用功能、开发拓

展潜在功能，从“以书为本”完成政策任务，到“以人为本”关注读者需求，让读者真正感觉

到图书馆有用，从而吸引他们来馆。

首先，改善藏书种类与结构，提升借阅条件，有效发挥常用功能。购买教育理论方

面、学科专业著作方面、课改前沿重大研究成果等方面的书籍，帮助教师专业成长，吸引

教师来馆；购买青春励志、名人名著、当下有一定深度的小说等方面的书籍，吸引学生来

馆；购买家庭教育理论与成功案例等方面的书籍，吸引家长来馆；购买一定的休闲读物、

家居生活服务方面的书籍，吸引社区居民等校外读者来馆。同时，把现有馆藏图书通过

多种途径进行宣传，比如，开展主题书展、与学科教师合作举办学科主题活动、举办摄影、

楹联比赛等，让馆藏图书资源得到更大范围的利用，借阅率自然就提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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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延伸拓展服务，开发潜在功能。第一，面对琳琅满目、类别多样的书籍，学生不

知看什么书好，开展阅读指导，提升阅读的质量，辅导讲座功能有待开发。第二，新课改

要求学生进行社区服务、社会实践、做研究性学习课题等等，这些对新进高中的学生来讲

都是新的领域及尝试，图书馆可以把有关的书籍推荐给学生，并有针对性的做一些培训

讲座，提供电子阅览室给学生查找资料等，把图书馆变成学生进行研究性学习的重要场

所之一。第三，与学生社团合作，让学校众多的社团组织走进图书馆。一个好的社团从

组建到活动的开展等环节，都需要指导与学习，除老师的直接指导外，走进图书馆查阅资

料也成为重要的学习途径，图书馆提供便捷的信息资源，让学生不出校园就能查阅所需

资料，这也是图书馆的一大潜在功能与读者群，需要我们的图书馆去认识。第四，建立合

作学习场所，为落实新课程理念创造条件。绝大部分学校教室的设置，都是学生面向讲

台一个方向坐，在小组讨论问题时很不方便，如果学校图书馆有场地的话，可以开辟一个

教室，按照小组合作的形式分组摆放桌凳，虽然不能像台湾中山女高图书馆一样，小组成

员每人一台电脑，但至少可以为每个小组配一台联网的电脑，供小组学习时查找资料，以

及提供大屏幕的多媒体展示布或者黑板来展示小组学习成果，而不仅仅是在教室做做样

子。第五，举办各种讲座，吸引读者进馆。有条件的学校可以请某本书的作者来馆做讲

座，也可请乡土作家、本校各学科老师、外校老师、公共图书馆等不同人员来馆做讲座，同

学们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馆选听，不仅扩大图书馆的影响，更重要的是最大限度的开发利

用图书馆的信息资源。第六，举办各种读书活动，宣传图书馆和用活图书馆。可以在图

书馆的带领下，组织部分老师和学生成立有关读书的社团组织，通过这个社团来组织各

种读书活动。比如，凯里一中图书馆成立了“悦读书社”，图书馆提供场所，定期举办讲

座，每月必读一本书，社员每两周聚会一次，分享读书的心得与快乐，相互推荐图书，并向

其他读者推荐图书等等。学校图书馆只有不断开发潜在的服务功能，才能赢得更大的生

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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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高中学校图书馆之间以及与当地公共图书馆之间很少交流，就作者了解

的贵州黔东南地区的高中学校图书馆来看，几乎从来没有什么往来。究其原因，一是因

为学校图书馆本来就不受重视，不可能让图书馆来交流；二是因为各学校的图书馆的藏

书和管理都差不多，觉得没必要交流；三是资源保护，也怕增加麻烦，不愿意与校外的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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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与读者共享资源；四是当地公共图书馆也比较落后，也从来没有主动宣传和联系过学

校图书馆。导致有限的资源得不到共享与充分的利用，不能实现当地学校之间与公共图

书馆之间的资源互补，也制约了图书馆自身的发展。

从台湾高雄市的公共图书馆建设现状来看，２７７万人口的城市，有６１所图书分馆，每

个图书馆各有特色，不重复建设。由此想到，一个地区或一个城市中的高中学校图书馆

和公共图书馆也可以通过交流合作，共享图书馆信息资源，以弥补本馆资源的不足。各

馆在合作中可以结合本校或本地区的特点，侧重某些藏书，形成自身的特色，在有限的投

入中，一个地区尤其是相邻的图书馆之间，避免重复建设，实现资源的整合，为当地的读

者提供更丰富的图书信息资源。如此，这需要学校主管领导、学校图书馆管理人员以及

当地公共图书馆的管理者转变观念，用开放与包容的理念来发展图书馆，以“读者之上”

的理念来经营图书馆，在交流与共享中，各馆之间定会取长补短，受惠的不仅是读者，图

书馆自身也将实现多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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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能力包括硬件建设是否能满足读者的基本需求，以及软件建设是否能让读者满

意。硬件建设中包括馆舍面积是否合适、藏书种类是否丰富、借阅方式是否便捷等等；软

件包括图书馆服务理念是否人本化、各项设计是否人性化等等，并通过科学的管理，人性

化的服务，来提升各种服务能力，这也是一个图书馆生存的最基本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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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舍也许学校无法改变，旧有的馆藏资源也许无法更改，但借阅的方式和馆藏新增

图书是可以计划和改变的。比如，借阅方式可以把手工操作变为电脑操作，大大提高工

作的效率，现在很多学校的图书馆正在逐步改进中，这也是当下学校图书馆发展过程中

必须要走的一步。青树教育基金会对中国西部欠发达地区高中图书馆建设的资助，已率

先让受助学校迈出了这一步，受助学校的图书馆也以此影响着当地其他学校的图书馆和

公共图书馆，让当地的读者受益于电脑借阅的方便与快捷。再如，为了配合新课程改革，

可以根据学校的学科建设、教学任务、科研项目的设计，突出重点，兼顾其他，在深入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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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广泛听取师生意见和建议个基础上，有计划购置广受师生欢迎的热门书籍，既保证教

学科研急需图书，又使有限的资金得到最大的利用，减少浪费，全面提高学校图书馆资源

的流通率、利用率，真正构建适合新课程的高质量的馆藏文献，满足师生需求。同时，还

可借鉴青树教育基金会小型项目的资助方式，对做教育科研的老师和学生给予一定课题

经费用于购买他们自己喜欢的书籍，既解决了课题经费，推动学校教科研工作的开展，又

具有奖励的性质，激励师生做课题，还丰富了学校的馆藏资源，多种层次满足读者的需

求，如此，才能更好的完善与更新学校图书馆藏资源，吸引更多的读者走进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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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图书馆人性化的服务内涵是很丰富的，它包括“服务理念、服务对象、服务方式、

服务态度、服务设施、服务内容，服务语言”［３］等等方面的人性化，也许我们不能面面俱

到，但我们可以根据自身的优势，做出具有特色的人性化服务。

参观了台湾的辅仁大学图书馆、中山女高图书馆、建国中学图书馆和高雄大东艺术

馆等图书馆后，一行人感受最多的是这些图书馆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是：除了感觉这些

图书馆的硬件设施都比较先进外，更重要的是感受到他们图书馆的主动服务意识很强、

工作环境与环节非常人性化、注重图书馆的开放性与资源的共享性。由此想，我们的图

书馆可以没有钱建网站，但可以开通博客；不能提供网上预约，但我们可以提供邮件和短

信服务；没有豪华舒适的桌凳，但我们可以让简陋的环境变得整洁温馨；我们的图书也许

不多，但可以让每本书都能找到自己的读者……这些是完全可以做到的。通过在贵州凯

里一中图书馆的初步实践：全开架借阅、开通博客、建公共邮箱和短信服务等方式实施

后，师生们都说：“现在借书方便多了，可以节约好多时间，而且不出门都可以借到书了”；

全开架借阅实行后有的学生说：“现在可以在藏书室看书，感觉像在书海里畅游，在藏书

室里看书的感觉就是不一样”；主题书目推荐后，有的老师说：“我们的教学任务挺重的，

也没时间去了解学校到底有哪些书，根据图书馆的主题书目推荐，我们可以从中选自己

感兴趣的书读，让我们少费了好多心思”；有的学生说：“图书馆的书很多，我们也不知道

哪些书好，也没有太多时间去查阅，图书馆的主题书目推荐正好帮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

希望图书馆每期多推荐一些书。”向校外读者和家长开通借阅服务后，他们说：“原来学校

图书馆还可以向他们开放，是以前没有的，学校的藏书和服务比公共图书馆更好、更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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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家长还说，我们来学校借书顺便看看孩子，还可以给孩子树立榜样作用，无形中对孩

子也是一个很好的身教嘛”。［４］图书馆的工作只要做到一切工作以方便读者为前提，以满

足读者需求为中心，真正以人为本，图书馆的生存和发展就有了根本的保障。

观念的改变也许需要很长的一个过程，面对一些固执守旧的人，还需要通过大量的

实例才能说服，学校图书馆要发展，必须要图书馆人来做工作，推动这种改变。服务能力

的提升，也不是短期就能实现的，需要学校领导的重视、图书馆员自身的努力，才能共同

推进这项工作的开展。只要学校的领导、老师、学生认识到图书馆的重要性，学校图书馆

通过自身的努力，不断完善管理、改善阅读环境、提升服务能力，学校图书馆定会从原来

的闲散部门变成热门部门，成为老师向往的工作和读者乐去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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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１卷［犕］。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

［２］朱建亮：论图书馆基本精神。图书与情报［犑］。２０１０（３）。

［３］赵晓洁：论图书馆的人性化服务。前沿［犑］。２００７（３）。

［４］浅谈中小学图书馆的人性化服务［犈犅／犗犔］。犺狋狋狆：／／狑狑狑．狓狕犫狌．犮狅犿／９／狏犻犲狑３２５３３２７．犺狋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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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美，毕业于贵州民院历史系，工作以来，曾供职于贵州青溪中学、镇远一中初中部、镇远中学、浙

江省诸暨市海亮私立高级中学、镇远文德中学和凯里一中等不同类型和层次的学校，拥有较丰富的教

育教学背景及工作经验。省级骨干教师，中学历史高级教师。因受“青树”的影响，２０１１年１１月调入凯

里一中后，自荐到图书馆工作，目前是凯里一中图书馆的负责人，希望做一个“青树”的践行者。

通讯地址：贵州省凯里一中

电子邮箱：犾犿５４２３＠狊犻狀犪．犮狅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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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研究性课题发挥贫困地区中学

图书馆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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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一轮普通高中课程改
革背景下，学生研究性课题被普

遍重视，学校图书馆也逐渐从被

动服务向主动服务转化，但在贫

困地区，图书资源的利用率仍然

不高，学校要引导学科教师提出

一些有利于提高图书馆资源利用

率的研究性课题，增强图书馆服

务的主动性。本文拟从以上角度

出发探讨几种途径和方式。

$%&#贫困地区，研究性课题，
中学图书馆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犐狀狋犺犲犮狅狀狋犲狓狋狅犳犺犻犵犺

狊犮犺狅狅犾犮狌狉狉犻犮狌犾狌犿狉犲犳狅狉犿，狊犮犺狅狅犾

犾犻犫狉犪狉犻犲狊犵狉犪犱狌犪犾犾狔狊犺犻犳狋狋犺犲犻狉犮狅狉犲

狊犲狉狏犻犮犲狊犳狉狅犿犪狆犪狊狊犻狏犲狊狋狔犾犲狋狅犪狀

犪犮狋犻狏犲狅狀犲狑犺犻犾犲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狉犲狊犲犪狉

犮犺犲狊犪狉犲狏犪犾狌犲犱犻狀犮狉犲犪狊犻狀犵犾狔．犎狅狑

犲狏犲狉犻狀狆狅狅狉狉狌狉犪犾犪狉犲犪狊，犾犻犫狉犪狉狔狉犲

狊狅狌狉犮犲狊犪狉犲狉犪狉犲犾狔 狌狊犲犱．犝狀犱犲狉

狋犺犲狊犲犮犻狉犮狌犿狊狋犪狀犮犲狊，狊犮犺狅狅犾狊狋犲犪犮犺

犲狉狊犪狊狊犻犵狀犻狀犵狉犲狊犲犪狉犮犺狆狉狅犼犲犮狋狊犳狅狉

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狑狅狌犾犱狆狉狅犿狅狋犲狋犺犲狌狊犲狅犳

　　研究性学习是我国普通高中课程改革的一项重大突

破，是以培养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为重点的素质教育的一

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全面实施素质教育过程中的一个有

力的推动力。研究性学习课程的开设，不仅是教学改革的

机遇和挑战，对于中学图书馆的建设来说，也是一次挑战

和机遇，应以此为契机，充分挖掘图书馆的服务功能，提高

服务质量，充分发挥馆员在研究性学习中的作用，切实为

学校开展研究性学习活动提供服务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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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性学习”就是指学生在教师指导下，从自然现

象、社会现象和自我生活中选择和确定研究专题，并在研

究过程中主动地获取知识、应用知识、解决问题的学习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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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犾犻犫狉犪狉狔犪狀犱犾犻犫狉犪狉狔狉犲狊狅狌狉犮犲狊犪狀犱

狋犺犲狉犲犫狔犮狅狀狋狉犻犫狌狋犲狋狅犾犻犫狉犪狉犻犲狊犻狀犻

狋犻犪狋犻狏犲狊犻狀狆狉狅狏犻犱犻狀犵狊犲狉狏犻犮犲狊．犜犺犻狊

狆犪狆犲狉犱犻狊犮狌狊狊犲狊狊犲狏犲狉犪犾犪狏犲狀狌犲狊犳狅狉

犻狀犮狉犲犪狊犻狀犵狌狊犪犵犲狅犳狊犮犺狅狅犾犾犻犫狉犪狉狔

犪狀犱犾犻犫狉犪狉狔狉犲狊狅狌狉犮犲狊．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犱犲狆狉犲狊狊犲犱犪狉犲犪，狉犲狊犲犪狉犮犺

狊狌犫犼犲犮狋，犺犻犵犺狊犮犺狅狅犾犾犻犫狉犪狉狔

动。当前教学改革的一个重点就是帮助学生改变原有的

单纯接受的学习方式，在开展有效的接受学习的同时，形

成一种对知识进行主动探求，并重视实际问题解决的主动

积极的学习方式。正因为研究性学习是为学生构建一种

开放的学习环境，提供一个多渠道获取知识，并将学到的

知识加以综合和应用于实践的机会。这样的教学活动对

于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

践能力，充分开发学生的潜力，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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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学图书馆是学校的书刊情报资料中心，是知识传播

和应用基地，是学生学习的“第二课堂”，也是培育具有创

新精神人才的摇篮。中学图书馆的教育价值和教育功能

是十分明显的，在研究性学习活动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

位。探讨和认识中学图书馆在研究性学习的地位和作用，

对于我们进一步建设好图书馆，进一步开展好研究性学习

活动，培养学校的教风、学风，形成良好的传统，都有着无

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

#"!'¹¯123p�c��v¯ow�"åV
教师的备课和教学，学生的课外学习和知识的巩固，

研究性课题的开展及学术交流的进行很多情况下都是以

图书馆作为空间场所和内存纽带开展的。同时，图书馆通

过对学生合理有效的引导，培养学生养成不断汲取知识，

不断开拓创新的精神，养成良好的自主学习、终身学习的

习惯。这些都对研究性学习活动的开展起着积极的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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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用。因而，图书馆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学研究性学习的重要基地。

#"#'¹¯123p�c��v¯owKLé�åV
如果说课堂教学过程更多的是一种知识的传授过程，那么图书馆的阅读活动和其他

多种形式的教育活动，更多的是一种思想和熏陶过程，它对研究性学习的影响强细致入

微，这是其他教学手段无法达到的境界。利用图书馆资源是研究性学习的一种重要的、

常用的手段。资料查阅是研究性学习的基本方法之一。它是指对照一定课题找寻相关

材料进行深入的研究，或将一定的成果事件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进行成败得失分析，

以认识其经验和教训，为现实服务。因此，在开展研究性学习活动过程中，特别是资料查

阅式研究性学习活动中，作为学校书刊情报中心和信息中心的图书馆，是学生采集信息

的主要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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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性学习要求学生自主选择课题，查找资料，进行探究学习、合作学习。中学图书

馆作为学生查阅资料和进行探讨学习的良好场所，应积极配合研究性活动的开展，为师

生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和学习重要条件，让学生在探讨各种课题时，能够有一个安静的、

互不干扰的环境。就如我校的图书馆设有外借全开架书库、期刊报刊阅览室、图书阅览

室、读者自修室、还有学术报告厅、电子阅览室、电子备课室等，为师生提供了安静、宽敞、

清洁的良好学习环境。

#! /0M&¯*'()x¸

首先，人们对图书室的认识跟不上。贫困地区中小学图书室一直无法引起老师、学

生、家长的足够重视，甚至一度把图书室当作可有可无的附属品，造成中学图书室一直都

未能找到自己的位置，无法发挥其文化阵地、学校窗口的重要作用。图书室的建设在学

校教育教学工作中往往被忽视，师生对图书室的职能和性质认识模糊，大都抱有一种应

付上面验收、检查或者可有可无的态度，观念上得不到真正的重视，导致图书室各项工作

得不到支持，给图书室的建设和发展带来很多的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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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经费跟不上，资金投入少是制约图书室发展的关键所在。经费不到位，图书室

没有专项经费，一些基本的图书采购无法有效进行，图书室藏书的数量与质量没有保障，

设备得不到添置与更新，更谈不上数字图书馆和教育信息资源建设等。

再次，管理员的素质跟不上。图书室在人员的配备上大都延续传统的方式进行，图

书室工作人员的结构一般是由专业不对口的从教学岗位轮岗到教辅部门的教师组成，对

图书领域开发的认识能力不强，对图情意识薄弱，导致在日复一日的枯燥工作中渐渐产

生了倦怠的思想。有的图书管理员由于缺乏专业知识，对图书的分类和编目无从下手，

没有按照《中国图书馆分类法》进行分类，排架紊乱，导致管理员无法快速找到学生需要

借阅的图书，也影响到自己的正常管理。

另外，借阅方式传统，借阅率低。贫困地区的大多中小学图书室都采用传统的封闭

的借阅方式，借阅速度缓慢。而且部分中小学图书室的生均藏书量没有达到一定的标

准，室内的藏书又比较陈旧，没有对图书进行剔旧，对学生没有吸引力。大多学校把精力

放在教学质量上，对图书缺乏足够认识，使学生认为到图书室借书根本不必要，看网络上

的电子图书更方便。有的学生借书只是为了消遣，没有认识到图书对自己自主学习能力

的培养起到重要作用。从而导致大量好书被闲置，影响了图书的借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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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中小学图书馆宣言》中指出：图书馆应“引导学生养成终

身利用图书馆的习惯，给学生以基本技能的教育，使之具有广泛的使用资源和服务的能

力”。对学生进行一定的图书情报知识教育培训，为学生提供有效治学的工具，是提高学

生自学能力的重要途径。“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图书馆可以结合自身实际，组织新

生参观学校图书馆，了解馆藏结构特点和图书馆的基本工作流程。讲授图书的组织、分

类编目、工具书使用法、图书的选择和阅读法，网上资源检索和利用的方法、技巧等等图

书馆基本常识，送给学生一把开启知识宝库的金钥匙，培养提高学生利用图书馆效率与



３４５　　 ———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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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试把拓展型课程设立到图书馆，使图书馆真正成为研究性学习的第二课堂，图书

馆员成为学生析疑解难的“方法指导员”。如上语文课，教学《景阳冈》、《卖火柴的小女

孩》、《只有一个地球》、《未来的房屋》等课文文章后，要求学生阅读古典名著、童话系列、

有关环保方面、科技幻想方面的书籍（其他学科课程也一样适用此种阅读形式），图书馆

可组织材料进行阅读辅助指导。除此之外，还可以配合设计些与阅读相对应的、以趣味

性见长的专题、限时小作文、小测试或不重复的文、理科大综合练习（可个人、可集体），进

行强化训练，加深扩大知识点、面。有条件的地方，每隔一段时间，老师还可把学生训练

出现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进行总结讲评或直接、间接回答学生提问，学生可以看到自

己的不足，加以改进。通过这种针对性的阅读、训练，向学生引导、灌输一种良好的学习

方法，促使学生由被动变主动利用图书馆。学生在学习中，不但对相关的课外书籍有所

了解，对其他学科、其他类书籍也广泛涉猎，发现其精彩可读之处，自觉吸取精华。长此

以往积累，能起到触类旁通、举一反三作用。提高学生灵活、精炼、快速应用的反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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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可尝试开设研究型课程，测重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让学生扩大视野，学生从

学中干、干中学、触发其能力。比如：学生可根据兴趣爱好、级别分成各种兴趣小组或研

究小组，图书馆可提供馆藏的有关资料与科教、辅导、纪录片等视听、声像资源资料，做形

象的启蒙、开发性辅助教学。学生带着研究的课题、选题走向社会大课堂。深入社会各

个领域，进行社会调研、参与实验。从不同角度看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留下的印象

是深刻的，从中达到自我吸收探究、自我教育的目的。在导师引导下，同学们把经历、体

会、感受整理写出专题或综合的学术性、研究性报告、论文，全面调动了学生的形象思维

与逻辑思维、分析能力与综合能力、书面表达能力和动手能力。无论从形式、内容上，都

更充实、更具说服力。学生学习尝到甜头又成了自觉使用图书馆动力，形成了一种良性

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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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环境给图书馆带来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网络环境给图书馆提供了基于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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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交换的文献采访、基于中央书目数据库的共享编目，基于犗犘犃犆检索的流通服务，以

及基于数据通信信息服务。新型网络图书馆具有简化、方便、快捷、优质的获取、组织、传

递信息能力。它为图书馆提供了拓展信息服务的广阔空间，如通过电子文献传递来提供

图书馆资源、开展馆际互借、接受和提供参考咨询服务；图书馆可以从大量联机数据库、

电子期刊、电子论坛和电子布告栏中寻找、收集适用的信息，再利用网络为用户服务；也

可在自己的系统上建立电子公告牌，调度、收集、发布各类信息。在现阶段，电子文献、电

子出版物急剧增多，图书馆馆藏文献类型将出现印刷文献与电子文献长期并存的局面。

而读者对图书馆提供各种类型的专业文献、摘要光盘数据和全文数据的需求也会增长。

因此学校图书馆的服务重点将从文献的借还转变为向读者进行信息存贮、信息传递和信

息检索，以及根据读者需要开发文献资源与多种形式的信息等参考咨询的功能上来。图

书馆员要当好“信息采集员”、“参考咨询员”、“网络导航员”角色工作，充分利用网络和信

息资源，（特别是建立本校的图书馆主页，介绍信息及信息源，帮助学生熟悉和利用本馆

的现有文献资料和电子读物）。运用网络技术检索信息手段，帮助学生快速检索、获取、

筛选、整理信息，解决学生读书中出现的问题，提高他们获取文献资料的收集、分析、加

工、整理的效率与能力。

%"$'ST123p��EF679`,��¯i�123�e ª ¡5w

¢£v��<wEF¯oþ~�
网上资源、工具软件、网络平台是网络环境下研究性学习的三要素，是整个教学活动

中最活跃的部分。建立一个多维立体、全方位、超时空、实时快速的图书馆交互式网络服

务平台，延伸学校、图书馆、家庭三位一体的放射性、互动的网络学习环境。是今后图书

馆工作的主流方向。在研究性学习中，课程主要是围绕着问题的提出和解决来组织学生

学习的活动。这些问题的提出，可以是教师提供，可以是自己决定选择，可以是课内教材

拓展延伸，可以是校内外自然和社会现象的探究，可以是纯思想性的，可以是实践操作性

的，可以是已证明的结论，也可以是未知的领域。图书馆应在网络环境下，利用网上资

源、工具软件、网络平台为师生辅助教学服务。如可用电子邮件、留言板等形式，接受参

考咨询、信息反馈、传输信息、发布情报、资料链接等。还可以把分散查找的、资源共享

的、现成的或老师课堂教学与实验的一手数据资料积累、存储在校园网或图书馆网的信

息数据库里。以数据为主线，借助多媒体、网络设备、技术手段，加工整理成单项题、套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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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等，或用犉犔犃犛犎等软件制成课件，供师生使用；或以数据为主线，用 犠犈犅犆犈软件，创

建一个网络虚拟实验环境，形成动态模拟实物进行演练教学，激活学生的空间想像力、创

造思维能力；或以数据为主线，用犈犕犃犐犔万维管理平台协作学习软件进行学习，无论是

在课堂、课外，凡具有使用权限的用户，随时调出使用。使原本抽象、呆板的知识立即变

成近距离的、具体生动的东西。学习变得不再是一件枯燥辛苦的事，学生可以反复练习，

愉快的完成作业。同学们还可以聚集讨论、交流作业，使某些具有交叉兴趣的成员找到

兴趣的伙伴。同学们可以自由发挥想像力，随心所欲的发表自己的意见，得出一个自己

觉得满意的答案（答案不一定对）。这种学习充满了新鲜感，既照顾到点与个别、也照顾

到面与一般，老师教有所获、学生学有所得。老师不但从不必要的重复劳动中解脱出来，

也给图书馆研究性学习注入活力和有可操作性，功能作用也得到进一步的优化、提升。

时代的变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孕育着教育的深刻变革。我们应顺应时代潮流，在

改革进程中，深化教育改革，抓住改进教育方法和模式的关键环节，全面推进素质教育。

中学图书馆应首当其冲，充分发挥、利用图书馆的“社会大学”“没有围墙的大学”的特殊

环境优势，开创新型的研究性学习活动，注重培养学生利用图书馆能力，培养学生的独立

自我实践能力与创新精神，培养学生终身学习习惯，为今后人生的全面发展奠定坚实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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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犇犅／犈犔］

［２０１２０８３０］。犺狋狋狆：／／狑犲狀犽狌．犫犪犻犱狌．犮狅犿／狏犻犲狑／６５５２３犲３６犪３２犱７３７５犪４１７８０７１．犺狋犿犾

［２］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中“研究性学习”实施指南（试行）》的通知

［犇犅／犈犔］。［２０１２０８３０］．犺狋狋狆：／／犫犪犻犽犲．犫犪犻犱狌．犮狅犿／狏犻犲狑／４１７５６５６．犺狋犿

［３］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语文课程标准修订稿［犇犅／犈犔］。［２０１２０８３０］。犺狋狋狆：／／犫犪犻犽犲．

犫犪犻犱狌．犮狅犿／狏犻犲狑／４５１６４４８．犺狋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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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岳秉乾，男，１９７７年９月出生，甘肃省通渭县华家岭乡人，中共党员，本科学历，２００１年９月参加工

作，先后在通渭县马营中学、通渭县第一中学、通渭县第三中学工作，现任通渭县第二中学副校长，期间

一直担任高中思想政治课教学和教研工作，并参与通渭一中学青树图书馆服务项目研究工作，先后有５

篇论文发表于省、市级刊物。２００８年９月，获通渭县“优秀教师”荣誉称号，２０１１年７月，在定西市优质

课讲评活动中获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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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领导的免费图书室儿童社区

———儿童志愿者在社区和学校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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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领导的免费图书室和
儿童社区：孩子是志愿者、主人、

行动者、创造者、领导者。１．孩子

是免费图书室的志愿者，辅助书

籍借阅和流动。２．孩子是图书室

的主人，他们参与图书室的决策，

找我们遇到问题的解决方案。３．

孩子是方案的执行者。他们在社

区和学校班级帮助其他人。４．他

们是创造者，他们创造了一种儿

童社区文化。５．儿童在领导和组

织公益的活动。

$%&#儿童社区，儿童志愿者，
学校图书馆，免费图书馆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犆犺犻犾犱狉犲狀狋犪犽犲犮犺犪狉犵犲狅犳

狋犺犲犻狉犾犻犫狉犪狉狔，狋犺犲犉狉犲犲犔犻犫狉犪狉狔狋犺犪狋

狊犲狉狏犲狊狋犺犲犻狉犮狅犿犿狌狀犻狋狔：

犆犺犻犾犱狉犲狀犺犪狏犲犾犲犪狉狀犲犱犺狅狑狋狅狉狌狀

狋犺犲犻狉犾犻犫狉犪狉狔犫狔狏狅犾狌狀狋犲犲狉犻狀犵狋犺犲犻狉

狋犻犿犲狋狅狊犲狉狏犲狅狋犺犲狉狊，狋狅犫犲犮狉犲犪狋犻狏犲

23'(4ëì

草场地位于北京的东北方，首都机场辅路与五环路交

界处，有国际性的氛围。居民３万人，有外地人、本地人、

外国人。图书室的志愿者有外国艺术家。

'(4056789

免费图书室的书籍吸引了临近的儿童。孩子们喜欢

阅读。我们开了一次儿童会议，内容是：孩子们是图书室

的主人。如果他们喜欢阅读，就得自己想办法帮助图书室

的开放借阅服务。否则，没有需要，图书室就不用存在。

孩子们说希望读到课外书，愿意担起图书室的志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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狑犻狋犺狊犲狉狏犻犮犲犻犱犲犪狊，狋狅犫犲犮狅犾犾犪犫狅狉犪

狋犻狏犲狑犻狋犺，犪狀犱犾犲犪犱狅狋犺犲狉犮犺犻犾犱狉犲狀

狏狅犾狌狀狋犲犲狉狊．

１．犃犾犾犮犺犻犾犱狉犲狀犪狉犲狑犲犾犮狅犿犲狋狅犫犲

狏狅犾狌狀狋犲犲狉犻狀犵犾犻犫狉犪狉狔狊狋犪犳犳．犜犺犲狔

犺犪狏犲犾犲犪狉狀犲犱犺狅狑狋狅犮犺犲犮犽狅狌狋

犪狀犱犮犺犲犮犽犻狀犾犻犫狉犪狉狔犫狅狅犽狊．

２．犆犺犻犾犱狉犲狀犺犪狏犲犾犲犪狉狀犲犱狋狅犾犲犪犱

狋犺狉狅狌犵犺狆犪狉狋犻犮犻狆犪狋犻狀犵犻狀犱犲犮犻狊犻狅狀

犿犪犽犻狀犵狆狉狅犮犲狊狊犪狊狑犲犾犾犪狊狆狉狅犫

犾犲犿狊狅犾狏犻狀犵狆狉狅犮犲狊狊，犪狀犱犱犲狏犲犾狅

狆犻狀犵犪狊犲狀狊犲狅犳狅狑狀犲狉狊犺犻狆狅犳狋犺犲

犾犻犫狉犪狉狔狋犺狉狅狌犵犺狋犺犲狊犲狆狉狅犮犲狊狊犲狊．

３．犜犺犲狔犺犪狏犲犾犲犪狉狀犲犱犺狅狑狋狅犮犪狉狉狔

狅狌狋犪狆狉狅犼犲犮狋狆犾犪狀．犜犺犲狔犺犪狏犲

犾犲犪狉狀犲犱 犺狅狑 狋狅狊犲狉狏犲 狆犲狅狆犾犲

犳狉狅犿 狋犺犲犾狅犮犪犾犮狅犿犿狌狀犻狋狔犪狊

狑犲犾犾犪狊犮犾犪狊狊犿犪狋犲狊犻狀狊犮犺狅狅犾狊．

４．犜犺犲狔犺犪狏犲犾犲犪狉狀犲犱狋狅犫犲狉犲狊狅狌狉犮犲

犳狌犾犪狀犱犮狉犲犪狋犻狏犲．犜犺犲犻狉狑狅狉犽犺犪狊

犮狉犲犪狋犲犱犪犮狌犾狋狌狉犲犳狅狉狋犺犲犿狊犲犾狏犲狊

犪狀犱狋犺犲犻狉犮狅犿犿狌狀犻狋狔．

５．犜犺犲狔犺犪狏犲犾犲犪狉狀犲犱狌狊犲犳狌犾犾犲犪犱犲狉

狊犺犻狆 犪狀犱 狅狉犵犪狀犻狕犪狋犻狅狀犪犾狊犽犻犾犾狊狋狅

犫犲狋狋犲狉狊犲狉狏犲狋犺犲犻狉犳犲犾犾狅狑狊狋狌犱犲狀狋狊

犪狀犱狋犺犲犻狉犮狅犿犿狌狀犻狋狔．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犆犺犻犾犱狉犲狀犆狅犿犿狌狀犻狋狔，

犆犺犻犾犱狉犲狀犞狅犾狌狀狋犲犲狉狊，犛犺狅狅犾犔犻犫狉犪狉狔，

犉狉犲犲犔犻犫狉犪狉狔　

孩子们对图书室来说是重要的人。暑假里，每天大概有１０

位儿童志愿者。由于他们来志愿服务，图书室的每天开

放。志愿工作培养了孩子的强烈的道德品质。

")!": %c(;56<3'(4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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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８月暑期儿童免费英语班，７月２９日—８月１９日

（２３天）

●　儿童做英语课“小老师”／志愿者

●　每天上课１小时或者２．５小时，平均每天志愿者人

次：８人

●　参与总人次；３４０人，总志愿者人次：１８６人

●　志愿小时数：４８小时

●　

●　７月份图书室值班志愿工作　７月１日—７月

３１日

●　志愿者人次：２０９人，志愿服务小时数：１４３小时

●　

●　６月份图书室值班志愿工作　６月１日—６月

２９日

●　儿童志愿者人次：５３人，小时数：５８．５

●　成人志愿者人数：５人，小时数：７２小时

●　

●　５月份图书室值班志愿工作　５月１７日—５月

３０日

●　儿童志愿者人数；２２人，小时数；１６．５小时

●　成人志愿者人数；２人，小时数；５７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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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书籍借阅统计４月２８日—８月２０日

●　读者数：１０６位

●　借阅人（本）次：１２９１

")!": %;c(;G 56789ï?¡CDOÚ@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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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个平凡有特殊的岗位———小志愿者

我今年１３岁了，一个普通的中学生，平时有沉默寡言。匆忙的生活旋律压的我喘不

过气来。开始的免费图书馆也是一样，它的前途似乎是茫茫然的，就像我开始那样，面对

新的面孔，揪心的成绩。不过在图书馆开放的一天，我过来了，又不知怎样当上了儿童主

席，很快我有了自信，主席的身份和责任使我开朗起来，虽说图书馆才有６平方米，但给我

带来无限的自信，有时往往内心打颤，表面男孩子气。我就这样走过来，我带领孩子开

会，上课，户外活动，甚至策划。甚至不相信我的眼睛，当我大声说出我的梦想，全场人站

起来为我鼓掌。

过了许久，我发现我不在（再）害怕了，甚至蜕变了，把我所有光芒都展现了出来。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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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最重要的是，我发现了最真的自己。这个位置是平凡的，甚至一点都不值钱。不过它

对我，对任何人的意义都是非凡的。

（张宇童，１３岁，２０１２年８月４日）

这次暑假，我来到草场地，发现了一个图书室，因为我很喜欢读书，所以我来到这个

图书室，但我却收获了意外的欢乐……

这次我来到这个图书室，我认识了许多新朋友。这让我感到很快乐。因为我不怎么

会交朋友。

我们还办了英语班，我们会了以后还可以给小朋友做“小老师”。

总之，来到这个图书室，我感到特别快乐。我相信这个图书室会越办越好！

（张硕思，１１岁，来自东北，２０１２年８月８日）

我自从来到图书室在那里面每一天都重复着一天天的开心与高兴；一天天的幸福生

活。我在图书室里还认识了一个美国的朋友，我们给他取了一个中国名字叫哈渺尘。他

的美国名字叫作犑狅狊犺，是专门教我们英语的。因为我的学校里从来都没有外国的人，因

此每次见到哈渺尘都很快乐；很激动。我真心得祝这个图书室越办越好！

最后我和这里的毛菊老师和在这里学英语的同学们明年暑假再见！明年暑假再会！

（《心底的感受》，戴佳慧，１１岁，来自江苏常州，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６日）

我的名字叫姬婕，从我一来北京到草场地时，我一直在一间非常小的图书馆里做志

愿者，因为是免费的，所以这里的一切都是孩子自己组织的，我是图书馆的儿童副主席，

其实这个副主席很好，我在图书馆做过很多事情，例如：组织什么文艺演出。都是自排自

演的，组织大家去让更多人来参与过来。每天日常必须做的事是：打扫卫生，整理图书，

教别人怎样借书，还书，每天按时开放图书室，让更多时间大家都能借书等。其实到这儿

的日子，我每天都十分开心，觉得十分充实，每天的任务与活动，排得满满的，让我不得不

喜欢上做一名志愿者。

（姬婕，１３岁，２０１２年８月２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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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得到培训，在图书室值班帮助其他读者借阅、策划和组织图书室的活动。儿童

志愿者组成了儿童管理委员会。儿童们每周在一起开会做决策，讨论图书室、社区、学

校遇到的问题的解决方案，并且执行方案。例如：孩子们在社区做阅读的宣传；孩子们

负责在学校的班级流动。具体的志愿工作包括：打扫卫生、录入图书数据、整理书架、书

籍分类、做志愿英语老师、儿童给幼儿读故事、儿童开会、在社区的阅读宣传、图书室值

班、拍照、摄影、写博客、发微、上传录像和照片、各种问题的解决方案、方案的执行。

56åeI56J-0ä&

每周末，孩子们有机会在图书室聚在一起共同协作制定行动计划。每位儿童有平等

的发言权参与讨论并决定在图书室、社区、学校面对问题的解决方案。然后，由孩子们执

行项目方案，服务和帮助他人。

孩子们创造了一种儿童的社区文化：共同协作、做决策，他们的公益行动直接影响他

们的社区和学校。

56ÄAKL*LM7I!#NGOP6+

２０１２年７月３０号

主要内容：确定每天学英语的时间，每天下午２点开始，１小时后结束。人员：七岁以

上，幼儿部分听话的，有家长陪同的允许。每周一放假。地址需进一步确定。

值班时间为每天２点到６点，办值班表。

图书归还问题，除特殊说明外，超期１天扣五角，并逐日累加。

要加强宣传和筹资，了解志愿者真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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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年８月３日

活动地点：草场地健身园

活动内容：大家一起在活动场练英语，儿童们兴质很高，当我带读几遍后，就争着要

带读。还想多读几遍。老奶奶和毛老师兴致勃勃的谈论学英语的方法。大家都很高兴，

很成功。

２０１２年８月４日

今天下午，我在毛老师那里吃了点饭，然后乱哄哄的把大家带到健身园。有两个老

外和一个很年轻的很露的女的翻译。还说着很溜的英语。我是负责录像，很忙，开始手

很抖，但慢慢技术就提升了。今天又开了个会，我想创新教法，拭目以待吧！

２０１２年８月６日

我是毛老师图书馆的一名志愿者。开始做志愿者，特别累，而且也耗费我很大的经

历，但越干越觉得有意思。因为我看到了前进的过程，图书馆从开始办到现在，都没换过

地，就那么一间小屋子，但内涵越来越深了，它吸引了很多书虫，和志愿者，每天我们在这

里不光看书，还打扫小屋，整理书架，值班等等。如今我已成为图书馆馆长，它不仅给我

带来荣誉，还带给我责任。我感谢这个地方对我的培养。

２０１２年８月８日

今天是头一天毛老师让我自己主持英语班。开始就絮絮叨叨的像孩子传授教学过

程。之后，我们去了健身园，太忙了以至于我忘记了关门。到了健身园，我以为很难组织

大家，没想到，今天他们特听话，很快就分好队，乖乖的坐在地上。不知是听到奖品感到

“热血沸腾”还是姬婕的一声吼。既然都安排好了，就开始上课了，大家都很守纪。又扯

着嗓子大声念单词，很认真，又很可笑。４０分钟都没人要求要休息五分钟。大家太厉害

了。我开始担心奖品的发放。只好优中选优了。为了公正，我还是找来两位小老师，姬

婕和姬鸿剑。最后我发了奖品，当他们看到那些无聊的小玩具时，各个都显得无精打采。

２０１２年８月９日

今天早上我早早的起床，赶到了奥运大厦。接着便开始开会。我，毛老师和姬婕，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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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会场正中间的位置，本来身份就不高，所以就感到很窘迫。大会中，主持人很耐心的

讲呀讲呀。一些大道理，什么社会，什么四要素。听得有些厌了。终于结束了。我们回

草场地来回吃饭。又开始培训姬婕，孟凡星，和戴佳慧。又去上英语课，很忙。有忘带电

池了。不过我知道了即便我教会了姬婕，可以休息，但又有新任务等着我。

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３日

我叫张宇童，１名志愿者。来自草场地图书馆。

我来这里都很忙，虽然我是个领导者。不用做什么体力活，不过身心都很累。

有时候，我领着大家去学英语，从图书馆到健身园，别看路程只有短短的５分钟，但那

群活泼可爱的孩子整条路上都叽叽喳喳，蹦蹦跳跳。１５分钟才能到达。到达。到达后，

把这群小猴子分好队。就开始学英语了，我负责摄影和维持纪律。有时也得用糖果贿赂

一下。

网上值班会更忙。一面要写日记，记录活动和上传视频。待到网上８点才离开。

以前我还主持过会议，提过许多发展图书馆的问题，既需要维纪，又要做出榜样。

作为一个外人来看，这确实既忙又无聊，不过我很享受那种馆长的权威，又享受一群

孩子给我的快乐。这里欢迎你的加入。

２０１２年８月２２日

图书流动到乡村小学

今天是一个重要的日子，许多孩子都要准备回老家了，在他们回老家之前，图书馆要

准备一份意义非凡的礼物，那就是书。

６个孩子每个人都选了很多书，种类很繁杂，但都是孩子们喜欢的，他们来自全国各

地的乡村小学，那些书不光使他们自己看，而是分给班里的同学看，孩子们每人都有一张

表，上面包括借书人的姓名，书名……样样毛老师都为他们安排的周到，很仔细，而且看

完之后，毛老师会收到那张表的借阅明细。然后再发过去一批书。我很惊讶的是我算出

钱的总数，１２００元！只是第一批。但这１２００元让多少乡村孩子受益呀！

２０１２年８月２２日

活动：主持，维护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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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帮读者借还书，打扫卫生，整理书架，维护纪律，教外国人中文，上传视频，写日

记，感受，总结。

英语班：摄影，维护纪律，上课。

óQ

一般１３岁的孩子（小学六年级和初一生）比较适合做儿童主席、主持儿童会议。

给孩子们机会，去相信一群孩子在一起协作的力量，他们的创造会让我们吃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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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负责把书籍带到乡村和打工子弟学校的班级流动，他们负责选书、借书、填写借

阅记录，保管书籍，借书。

-ä&S120ã=

１．孩子们在社区的街上赠送书籍、杂志给社区居民。送出书籍和杂志６００册。

２．在学校募捐书籍。

３．赠送书籍给乡下的学校。赠送书籍１５００元。

４．开展打乒乓球比赛。

５．７—１０岁的孩子在图书室或去幼儿园给４—６的孩子讲故事。２０１２年上半年儿童

讲故事３５０个。

６．免费英语班：９—１３岁的孩子教７—８岁的孩子或者幼儿园的孩子学习英语。８月

份英语班儿童志愿者人次：１８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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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年１月８日—５月３０日　儿童给幼儿讲故事３５０个。

560^_

儿童通过写作、摄影、录像、记录他们的行动和表达他们的声音。让儿童有机会发

声，成人倾听到儿童真实的声音。

孩子的微薄：其实，中国人有的时候真的很让人无法理解！抗日不是抗自己！就抵

制日货来说，日货是怎么在中国发行的？当然是中间有代理之类的公司先向日本进行购

买后再进行加工，也就是说，如果你们现在抵制日货，日本其实一点亏损都没有，真正受

害的还是中国人自己啊！就砸车时间来说，你为什么要砸别人的车呢？是别人招你了，还

是别人的车招你了？也许你自认为砸车是件很了不起的事，是件让自己骄傲的事，是为

中国作出了贡献的事；又或者，是极度，是发泄！当你有胆量敢去砸别人的车的时候，其

实你已经越过人最不该超越的道德底线！

（左斯太，１３岁，２０１２年９月１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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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孩子有一定的流动性。

２．性格内向的孩子或家长对公益不太认识，会阻碍孩子做志愿者，导致不能参与图

书室的儿童社区。

３．儿童社区是建立在儿童志愿者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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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子弟和乡村学校学生的课余时间比公立学校和市区的孩子的时间多。做社会

实践的时间更多。自主阅读的时间也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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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领导”的儿童社区概念，可以用于社区活动中心、儿童图书室、学校图书室、儿

童社团。

lmno

　　毛菊，北京草场地免费图书室负责人００６年西南民族大学毕业。做翻译５年。２０１０年１０月，创办

北京草场地免费图书室，提供免费的书籍借阅，并建设一个儿童领导的 “儿童社区”：孩子是主人、志愿

者、行动者、创造者、领导者。

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崔各庄草场地１２８号（邮编：１０００１５）

电子邮箱：犿犪狅．犺犪犻犼狌＠犵犿犪犻犾．犮狅犿

图书室博客：犺狋狋狆：／／犫犾狅犵．狊犻狀犪．犮狅犿．犮狀／犿犪狅犺犪犻犼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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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资源、拓展活动

———建立面向信息网络时代的学校图书馆

□ STUSTUSTUS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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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代的全面到来，电
脑互联网、移动网络，成为学生重

要的学习交流工具，网络已成为

青年学生、专业人士查阅资料、获

取知识、娱乐活动的重要、经济而

有效的途径。应试教育的弊端、

教育的健康发展成为中学教育面

临的突出问题。学校图书馆只有

整合资源、拓展活动领域，改革和

创新，使图书馆成为学校的资讯

中心、学生课内及课外的活动中

心、创新领地，才能应对这种变化

并为中学的教育改革出力。

$%&#学校图书馆，教育改革，
整合资源，拓展活动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犠犻狋犺狋犺犲犪犱狏犲狀狋狅犳狋犺犲

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犪犵犲，犮狅犿狆狌狋犲狉狊犪狀犱

犿狅犫犻犾犲狆犺狅狀犲狊犺犪狏犲犫犲犮狅犿犲犻犿狆狅狉

狋犪狀狋狑犪狔狊狅犳狊狋狌犱狔犻狀犵犪狀犱犮狅犿犿狌

狀犻犮犪狋犻狀犵犳狅狉狋犺犲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犜犺犲犐狀

　　当前学生和教师逐渐放弃了去图书馆阅读和获取知

识的传统习惯，电脑互联网、智能手机，成为他们常用的学

习交流工具，百度、犙犙、犛犖犛网络成为更多人获取资讯、知

识及文化消遣的渠道。百度知道、百度文库、维基百科等

网络资源成为青年学生、家长、专业人士、组织团体查阅资

料、获取知识及学习交流重要、经济而有效的途径。以纸

质书籍借阅为主的传统图书馆渐渐被人们冷落和边缘化。

面对新的信息网络时代社会形态和中学应试教育的现状

及对教育健康发展的追求，学校图书馆只有整合各类资

源、拓展活动领域，做出大胆的改革和创新才能应对方方

面面的变化，才能满足更多学生和教师的需求，才能使图

书资源在教育教学中发挥出更大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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狋犲狉狀犲狋犺犪狊犫犲犮狅犿犲狋犺犲犿狅狊狋犻犿狆狅狉

狋犪狀狋，犲犳犳犲犮狋犻狏犲犪狀犱犲犳犳犻犮犻犲狀狋狋狅狅犾

犳狅狉狔狅狌狀犵狆犲狅狆犾犲狋狅犪犮犮犲狊狊犻狀犳狅狉犿犪

狋犻狅狀，犪犮狇狌犻狉犲犽狀狅狑犾犲犱犵犲，犪狀犱犳狅狉

犲狀狋犲狉狋犪犻狀犿犲狀狋．犜犺犲犱犻狊犪犱狏犪狀狋犪犵犲狊

狅犳狋犲狊狋犱狉犻狏犲狀犲犱狌犮犪狋犻狅狀犪狀犱狋犺犲

犾犪犮犽狅犳犪犵狅狅犱犲犱狌犮犪狋犻狅狀犿狅犱犲犾犪狀犱

犿犲狋犺狅犱狊犪狉犲狋狔狆犻犮犪犾狆狉狅犫犾犲犿狊犳狅狉

犿犻犱犱犾犲狊犮犺狅狅犾狊．犛犮犺狅狅犾犾犻犫狉犪狉犻犲狊

狀犲犲犱狋狅犻狀狋犲犵狉犪狋犲狉犲狊狅狌狉犮犲狊犪狀犱犲狓

狋犲狀犱狋犺犲犻狉狊犲狉狏犻犮犲狊犻狀狅狉犱犲狉狋狅犫犲

犮狅犿犲狋犺犲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 犮犲狀狋犲狉犪狊

狑犲犾犾犪狊狋犺犲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犪犮狋犻狏犻狋狔犮犲狀狋犲狉

犪狀犱犻狀狀狅狏犪狋犻狅狀狊狆犪犮犲，犪狀犱犮狅狀狋狉犻犫

狌狋犲狋狅狊犮犺狅狅犾犲犱狌犮犪狋犻狅狀狉犲犳狅狉犿．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狊犮犺狅狅犾犾犻犫狉犪狉狔，犲犱狌犮犪

狋犻狅狀狉犲犳狅狉犿，狉犲狊狅狌狉犮犲狊犻狀狋犲犵狉犪狋犻狅狀，

狅狌狋狉犲犪犮犺犻狀犵犪犮狋犻狏犻狋犻犲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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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远古时代人类就懂得用符号来记录有用的一切东

西，以便积累经验。随着造纸术的发明，人们用纸来记录

历史、技术、天文，印刷术的发明使得纸质书籍成为广泛的

阅读载体。随着广播、电视、互联网和其他电子媒介的出

现，信息时代全面到来。各种各样的信息传播途径越来越

多，网络到达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网络使人与人之间的

时空距离骤然缩短，整个世界紧缩成一个“村落”。网络、

各类书籍、媒体丰富了我们的生活。信息素养是现代社

会每个人应有的基本素养。现今，信息技术的广泛影

响，人的阅读开始习惯于通过各种媒体和超文本格式进

行，阅读已变得更加网络化和智能化。网络在线阅读、

犈犫狅狅犽、有声阅读、手机阅读、电子阅读成为当今流行、

实用、方便、经济的阅读方式。传统图书馆渐渐远离

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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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信息技术广泛应用于中学课堂，改变了课堂形

式，带来了教学方法和学习方式的变革。教师的备课、讲

课、复习、训练等各个教学环节都离不开电脑和网络。

随着电子技术的快速发展，电脑互联网、智能手机、电

子播放设备的广泛普及和应用，使得个人交流、学习的工

具多样化，方式多元化。微博、移动网络成为更多青年人

获取资讯知识的渠道。互动百科、维基百科（狑犻犽犻）等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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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成为青年学生、家长、专业人士查阅资料、获取知识、学习的重要来源。远程网络学

习和培训已普遍应用。网络和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密切。信息素养对于个人学习、生活以

及成长的影响更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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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技的进步、社会的发展，人们对教育问题愈加关注。２０１２年４月９日，启东

市汇龙中学，江成博是当天的国旗下的演讲人，演讲刚开始时，江成博的声音有些颤抖，

因为他拿的不是老师“审核”后的讲稿，而是自己撰写的“檄文”，他随后的演讲对现行

“学校追求升学率、用分数评价学生、一切为了考试”的应试教育模式进行了批判，并呼

吁同学们为自己的理想而读书，为自己的人生而奋斗，做最好的自己。江成博同学的

“演讲事件”引发了社会对当前普通中学片面追求升学率、考试分数压倒一切的模式的

大讨论。［１］

当前中学教育的功利化非常明显。以片面追求升学率、用分数评价学生的应试教育

愈演愈烈。近一段时间教育领域出现的一些奇怪现象，如“吊瓶班”、“高考状元热”、“药

家鑫案件”等都和应试教育有关。应试教育是制约教育健康发展的主要因素。用高考升

学率、考上名校人数的多少来衡量学校的教学质量和办学水平已成为社会普遍的标准。

由此决定了学校工作的重点目标就是要让更多的学生在毕业考试时分数考得更高。各

种考试和作业负担的加大使得学生很少有时间来图书馆。学校对图书馆的投入比较小，

为师生提供的阅读资源不足。

如今学校图书馆处于边缘化是综合因素的结果。学校图书资源数量少、硬件设施落

后这些客观条件对于阅读的影响不是最主要的。影响阅读的主要因素有两个，一个是互

联网、移动网络对师生阅读习惯、方式的改变，另一个是中学教育的功利化倾向对师生阅

读内容和兴趣的影响。教师即使有时间，大部分也都是通过网络看新闻、图像、视频，电

子书籍。阅读内容大都围着考试和分数转，一般教师书架上除了教辅材料外少见别的书

籍，表现出了日益浮躁和功利化阅读倾向。［２］

“不是没有时间读书，而是没有动力读书；不是为读书而读书，而是要养成喜欢读书

的好习惯”。［３］当前中学生的课外阅读内容，比较单一。调查发现他们对于恐怖、惊悚、奇

幻、穿越、言情小说或青春读本比较喜欢，他们追求的大多是一种刺激的感觉。［４］



——— ３６２　　

"! j�fgÚ©0þhG'()Lkgæç>lÓã=G�¯*
0õömn³Ò

　　改变历史的伟大人物几乎没有例外的是都喜欢读书。苏霍姆林斯基曾说过：“一所

学校可能什么都齐全，但如果没有了书，或者如果大家不喜欢书籍，对书籍冷淡，那么，就

不能称其为学校。一所学校也可能缺少很多东西，但只要有书，有能为我们经常敞开世

界之窗的书，那么，这就足以称得上是学校了。”一位专家曾说：关注教师的阅读状况，就

是关注教育的未来。而关注教育的未来，无疑就是关注我们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

未来。［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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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上海市统计局发布的“２０１２年上海市民阅读情况调查报告”显示，在１０００名１２周

岁以上的受访市民中，传统纸质阅读的占５０．１％，选择数字化阅读的占４７．５％，数字化阅

读和纸质阅读已接近“平分秋色”。［６］数字化阅读来势凶猛，手机阅读在中学生中比较普

遍，用犻狆犪犱阅读成为了流行时尚。现代图书馆要相应的创设条件提供电子阅读，网络阅

读等才能吸引更多的读者。学校电化教育中的录音带、光盘、录像带等音像资料，校园网

络、犞犗犇、百度文库（犫犪犻犱狌）、维基百科（狑犻犽犻）等网络媒体资源也都属于学生阅读、学习、参

考的重要载体和手段。在学校工作架构上，基于提高信息资源利用率、扩大资源流通量、

为师生读者提供便利的目的，学校应该整合纸质图书、音像资料、网络媒体等资源，用信

息技术的理念整体管理，建立学校的媒体资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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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素质教育办有特色的学校是对“应试教育”的纠正，更是对教育本质功能的回

归。新课程改革是实施素质教育的核心环节。新课程改革核心理念是“以人为本”、“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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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发展为本”、注重“课程开放性”、强调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如今中国教育

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新课程改革的深入推进需要各级教育部门、各级各类学校、广大教

师、家长共同努力、共同完成。

学校图书馆是学校组织体系中的一个单位，是学校实施教学的一个据点，是重要的

教育教学资源中心、是学生自主学习、探究学习的信息保障和实践基地、是培养学生信

息素养能力的一重要场所。［７］利用好图书馆资源推动新课程改革实效性比较明显。新

课程强调内容的开放型和以学生为主体。新课程中的研究性学习、社区服务、社会实践

等综合实践活动和校本课程开发、自主学习、学校特色建设等内容都和图书馆有着重要

联系。发挥图书馆的场馆设施、书籍、媒体资源，创设科技园地、文化园地和校外活动空

间使图书馆成为学生课内及课外的活动中心，为中学的教育改革出力。这种做法节约

而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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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是素质教育的重点。图书馆要积极主动地配合

新课程改革，参与学生各种社团活动，和学科教师一起组织开展诸如讨论会、故事会、演

讲比赛、征文活动、知识竞赛、书评等活动。利用好先进的资源、场地和设施，设立电子图

书馆、虚拟图书馆、文化研究中心，设立地方文化馆藏、学校文化馆藏、名优学生资料馆藏

等特色馆藏。积极开展对外交流工作。放眼长远、敢于突破、工作领先，使图书馆成为教

育创新、学校创新、学生创新的一块理想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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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北晨网 竞报叶赛、姜晶晶：高中生国旗下抨击中国教育［犖／犗犔］。［２０１２０４２６］。犺狋狋狆：／／

狑狑狑．犿狅狉狀犻狀犵狆狅狊狋．犮狅犿．犮狀／犳狌犽犪狀／狉狑犵犮／２０１２０４２６／３３５１８０．狊犺狋犿犾

［２］马飞：现代教师应注重读书［犖／犗犔］。［２０１１５２４］。犺狋狋狆：／／犿犻狀犵狓犻犪狅狕犺犪狀犵．狇犾狋犲犪犮犺犲狉．犮狅犿／

犛犮犺狅狅犾／３７０４０４００７９／犃狉狋犻犮犾犲／１３９５１．犪狊狆狓

［３］肖春飞、刘丹：中小学老师没时间读书　阅读竟成为教师的奢侈［犖／犗犔］。［２００７０４１１］。

犺狋狋狆：／／犵犫．犮狉犻．犮狀／１１３４４／２００７／０４／１１／６６４＠１５４１１２６＿２．犺狋犿

［４］张静：中小学生阅读现功利化倾向　阅读竟成为教师的奢侈。齐鲁晚报［犖／犗犔］。［２０１２８１７］。

犺狋狋狆：／／狑狑狑．狋犲犪犮犺犲狉犮狀．犮狅犿／犈犱狌犖犲狑狊／犖犲狑狊＿犑犮犼狔／２０１２８／１７／２０１２０８１７０９１０１２９１４８９．犺狋犿犾

［５］芳菲：教师应成为书香社会引领者。人民网［犖／犗犔］。［２００７４９］。犺狋狋狆：／／狑狑狑．犲犱狌．犮狀／

狕犺狌犪狀＿狋犻＿５１１８／２００７０４１３／狋２００７０４１３＿２２８２７３．狊犺狋犿犾

［６］鲁哲：数字化阅读效果不如纸质阅读。新民晚报［犖／犗犔］。［２０１２４２０］。犺狋狋狆：／／狀犲狑狊．

犺犲狓狌狀．犮狅犿／２０１２０４２０／１４０６２２８２１．犺狋犿犾

［７］王鸿飞：论中学图书馆在新课程背景下的定位与作用［犖／犗犔］。［２００８７２５］。犺狋狋狆：／／犫犾狅犵．

狊犻狀犪．犮狅犿．犮狀／狊／犫犾狅犵＿４８９犫犳９８犪０１００犮狉犺狇．犺狋犿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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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靳庆军（１９７５—　），男，陕西省丹凤县人。大学本科学历，中学一级教师。１９９４—１９９８年宝鸡文理

学院物理教育本科专业学习。１９９８年于陕西省丹凤中学工作，１９９８—２００１年担任丹凤中学物理实验

员，２００１年至今，担任丹凤中学电教员和通用技术教师、科技辅导教师、网络通讯员等职务。爱好电子

维修技术、网站制作技术、校园电视节目制作等。近几年制作的多个多媒体课件、网站、校园电视节目

在国省市各级评比中获奖，撰写的科技论文、教学论文在多个国省市级刊物上发表。

电子邮箱：狊狓犱犳犼狇犼＠狔犪犺狅狅．犮狅犿．犮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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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学生终身学习的能力

———浅议图书管理员义不容辞的责任

□ VWXVWXVWXVW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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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霍姆林斯基说过：“应该
教会每个学生在书的世界里旅

行”。这就是给我们图书管理员

提出的基本要求。那么，我们在

这看似平凡而又蕴藏伟大的岗位

上，如何为我们的“上帝”服务呢？

我们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好

工作：

１．也许读者是第一次踏进

图书馆的大门，我们应成为他们

忠诚的向导。

２．也许读者还仅是一个爱

好读书者，并非会真正读书，我们

应成为一个“幕后”的教官。

３．也许读者已成为图书馆

的常客，应检验他们的实际运用

能力，当好一个“模拟”的考官。

４．也许读者需要各方面的

协助，当好助手是我们的神圣

职责。

　　同学：当你闲暇无聊时，请你记起我；当你需要什么信

息时，请你来找我；当你在学习中遇到困难时，请你来问

我；当你有什么新发现时，请你告诉我；……因为我们是一

心一意为你服务的人──图书管理员。

前苏联著名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说过：“应该教会

每个学生在书的世界里旅行”。这又能是给谁提出的要求

呢，是的，这就是给我们图书管理员提出的，我确信！那

么，我们在这看似平凡而又蕴藏伟大的岗位上，如何为我

们的“上帝”服务呢？

也许读者是第一次踏进图书馆的大门，我们应成为他

们忠诚的向导。

走进图书馆大门的每一位学生也许将成为这里的常

客，也许一个成功的人才即将在这里诞生，因为他热爱书

籍，书籍是知识的源泉。不仅如此，图书馆对中小学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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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也许读者需要证明自己、

检验自己，活动是良好的载体，我

们应是活动的组织者。

$%&#终身学习，学生，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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犺犻犿／犺犲狉犪犾犾狋犺犲狑犪狔狋犺狉狅狌犵犺．

５．犃狊狊狌犿犻狀犵犪狉犲犪犱犲狉狊狀犲犲犱狋狅狏犲狉犻

犳狔犪狀犱犮狅狀犳犻狉犿 狑犺犪狋狋犺犲狔狏犲

犾犲犪狉狀犲犱犳狉狅犿狉犲犪犱犻狀犵犫狔犱犻狊犮狌狊

狊犻狀犵犻狋犪狀犱狋犪犾犽犻狀犵犻狋狅狌狋，狑犲

狊犺狅狌犾犱犫犲犪犳犪犮犻犾犻狋犪狋狅狉狅犳犪犱犻狊

犮狌狊狊犻狅狀犵狉狅狌狆．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犾犻犳犲犾狅狀犵犾犲犪狉狀犻狀犵，狊狋狌犱犲狀狋，

犾犻犫狉犪狉狔　

行德育训练，自学能力、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形成，以及

获取与利用文献信息能力培养方面有着课堂教学无法取

代的独特优势，是中学生成长的阶梯。因此，我们没有理

由不对他们负责任，我们应该成为他们忠诚的向导。

图书管理员除借书外，还应通过生动形象的语言向

中小学生介绍图书，解答咨询，在这一过程中图书管理员

认真听取和了解学生的感想、意见、兴趣和要求。对于不

知怎样选书的学生，要热情地同他们谈话，对他们的借阅

做好向导。为此，建立意见、建议簿，或者定期不定期地

用调查问卷的形式，收集和解决学生利用图书馆过程中

产生的各种难题和不便，使学生从小养成利用图书馆的

习惯。

也许读者还仅是一个爱好读书者，并非会真正读书，

我们应成为一个“幕后”的教官。

对读书本身来说，就是一门学问，学会读书更是一门

学问中的学问。读什么书，如何读，什么书适合自己读，读

的书如何运用等等的问题，仅在课堂上是无法解决的。唯

有在图书馆这浩瀚的书的海洋里才有更多、更好的机会得

到启迪，并得以验证。因此，我们要把教会学生读书，教会

学生学习作为图书馆的一项常规工作常抓不懈，做一名教

会学生如何读书的“幕后”的教官。

开展各种讲座是教的最好形式。聘请教师、专家、图

书管理员等，开展主题讲座、专题讲座，教会学生学习的方

法和利用信息技术的方法。举办：①如何利用图书馆：如

图书分类法、使用图书馆目录、利用计算机检索文件等专

题讲座。②怎样从图书馆借阅文献资料以及文献信息检

索知识等专题讲座。利用信息材料时如何遵守著作权益

的有关规定，反对盗版、剽窃行为等主题讲座。③如何掌

握和用好工具书等专题讲座。④教会读者如何读书：如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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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笔记的形式、阅读的具体方法等主题讲座。⑤利用网上图书馆的方法的专题讲座，并

进行现场演示。

以上内容我们也可以利用电脑制作成教学课件，进行联机教学，或者用挂图形式进

行知识宣传，引导读者熟练掌握图书馆流程，并能运用图书馆作为查询学习资料和满足

个人兴趣的主要场所，并使学生能够灵活应用于其他信息媒体，从而将知识转化为学习

的能力，使其终生受益。

也许读者已成为图书馆的常客，应检验他们的实际运用能力，当好一个“模拟”的

考官。

“考”是检验一个学生知识储备程度的一种很好的方法，而这里的“考”应着重突出对

实际应用的检验。为了使学生能够熟练地掌握利用图书馆，学会学习，学会利用各类信

息资源，为将来的终生学习打下扎实的基础，图书馆可以设计一些关于利用图书馆，学习

方法，利用信息等方面的问题的答卷和问卷，设立不同等次的奖品，比如学习用具、工具

书、小图书等。还可以将问题设计成一个个“模拟”阅读、检索、应用的程序性游戏，让学

生完成一次查阅、读书、检索或应用的过程，并回答其中设置的相关问题，从而激励学生

积极参与，轻轻松松答题，高高兴兴拿奖。比如，可以设计如下考题：

１．请看以下图书卡：

犖４９／１１２
大跨越时空：信息技术／张效祥主编．
———上海科学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６．１２

１９１页；３２开．———（现代科学技术博览丛书／

朱光亚主编）

犐犛犅犖７５４２８１４４９４．６元

问：犃．这张图书目录的分类编号是　　　　；是按　　　　分类体系分类的。

犅．你可以利用几种方法查询到这本书？

２．如果你想借阅一本中国最新出版的科学幻想小说，怎样查阅目录这种检索工具？

３．工具书的排检方法主要有四种，它们分别是：　　　、　　　、　　　、　　　。

４．如果不知道所需内容所在的网址，可以通过互联网上的　　　　进行检索。

当然这些工作都得我们提前设计、制作、调试完成，并要将内容随时进行更新，以吸

引更多的学生来参与测试学习，做好一名“模拟”的考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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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读者需要各方面的协助，当好助手是我们的神圣职责。

为读者服务，也就是为我们的“上帝”服务是图书管理员的神圣职责。因此，图书管

理员要树立读者的需要就是我们的需要，读者的成功就是我们成功的观念，为读者提供

一切可能的帮助，当好学生学习的助手。

图书馆除了向学生提供借书服务的同时，还应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１．资料复印服务。由于图书馆藏书有闭架、半开架、开架图书之分。有些资料不能外

借，学生在需要时由于受时间、地域等因素的限制无法完成阅读和摘录。因此，提供资料复

印服务是图书馆必须具备的服务项目。但在复印时只能收取成本费，不得以此搞收入。

２．开设文献信息检索课程。大部分学校现在仍未开设文献检索课。学生检索方法

不得当，往往造成花费大量的时间而获得的信息却无法满足需要。图书馆可在周休日、

节假日开设文献检索课，把开启信息资源宝库的钥匙交给学生，让学生在图书馆得到熟

练运用，并将其运用到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去，使学生终生受益。

３．馆际互补服务。馆际互补是指多个图书馆之间的相互借阅图书资料的行为。主

要是为了解决各图书馆馆藏图书资料不能满足读者需要或不全的问题。各图书馆之间

建立起互补、互借联系，尽可能满足学生的需要，为学生提供优质服务是十分必要且非常

有价值的。

４．提供信息源服务。多一个渠道就多一份机会。井底之蛙永远无法享受到天空的

旷远。向学生不断提供新的信息源服务，这是作为信息“集散地”的图书馆义不容辞的责

任。办图书馆报是一种最有效的手段。利用学校人才资源优势，办图书馆报，开设专栏：

网上图书馆介绍。如著名的网上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犺狋狋狆：／／狑狑狑．狀犾犮．犵狅狏．犮狀），清

华大学图书馆（犺狋狋狆：／／狑狑狑．犾犻犫．狋犻狀犵犺狌犪．犲犱狌．犮狀），上海少年儿童图书馆（犺狋狋狆：／／狑狑狑．

犮犺犻犾犱犾犻犫．狅狀犾犻狀犲．狊犺．犮狀）。搜索站点介绍。如搜索站点有：犢犪犺狅狅、搜狐、新浪等。还有网

上学校、各类中学的主页、网上科教科普园地等介绍，并可以利用图书馆报开设专题图书

简介、书评、读书感想专栏、读书难题测试、师生作品专栏等。

也许读者需要证明自己、检验自己，活动是良好的载体，我们是活动的组织者。

图书馆经常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为学生创造一个展示自己，证明自己、锻炼能力的

平台。丰富多彩的活动将会吸引更多的学生走进图书馆，受到书的熏陶，从而向往图书

馆，让学生在活动中学会交流、学会协作、学会学习，培养他们终身学习的能力。

图书馆组织的活动主要有：①读书知识抢答赛：主要突出读书的方法，知识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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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的收集、分析及应用方法等。②参观博物馆：博物馆是国家、民族文明的窗口，是形

象而立体的百科全书，人称特种书籍。通过参观博物馆让学生搜集自己感兴趣的信息，

再通过图书馆进一步的充实或研究。③书展：主要有新书展和专题展等两种方式，进行

书展可以使读书气氛更加和谐，引起中学生对图书馆的亲近。④读书会：是为把儿童和

中小学生引向读书道路所必需的一种活动，读书会上，除了读书外，还要求每个学生发表

意见和看法，将每个人的意见汇总成记录，还可以举行轮读会、课文读书会、主题读书会

等。⑤纪念“作家”活动：主要展示某一作家的作品，展示作家及其故乡的情况、事迹，放

映有关作家的影片等。还可以开展校园书市、读书心得交流会、读书笔记展览会、文学讲

座，有奖文学猜谜等活动。

“教育如果只有一种途径，就一定会变成有人赢，必有人输的游戏，我们需要建立的

是一种终身学习的体系。”学校利用图书馆开辟另一个教育途径，培养学生终身学习的能

力，这不仅是时代的要求，而且是被无数事例所证实了的———“马克思的脚印”———永远

留在图书馆，也应永远留在每一位图书管理员的心中。因为我们的工作可能会造就一个

人才，更可能会造就一个时代。

ijCk

　　［１］阎玉龙：走进信息世界［犕］。北京：海洋出版社，２００１。

［２］阎玉龙：信息时代的中学生［犕］。北京：海洋出版社，２００１。

［３］胡泳：另类空间：网络胡话之一［犕］。北京：海洋出版社，１９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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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和兴，男，１９７４年９月生，本科学历，中学一级教师，图书管理员，发表教育教学论文数篇，在甘肃

省教育教学论文评奖活动中，获省级二等奖。２００１年开始从事青树项目工作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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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图书馆多样化服务模式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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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构建多样化的服务模
式以满足用户的多样化需求，已

经成为图书馆界人士日益关注的

问题。建议以用户需求为中心，

在纵向的部门之间建立横向的工

作组，构建适合我国大学图书馆

的扁平化矩阵式的服务模式。并

以文献资源、读者服务、人员队伍

的多样化管理运作来满足读者的

多样化需求。

$%&#研究型，大学图书馆，服
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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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适应多样化的信息环境以及满足多样化的用户

需求，国外大学图书馆界纷纷构建了多样化的服务模式，

包括变革组织机构、制订战略计划、实施服务手段、建立评

估反馈机制等，我国大学图书馆应该借鉴国外的先进经

验，打造国际一流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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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大学图书馆多样化服务模式，首先要有独立的或

相对独立的组织系统进行决策、指挥、监督，要有严格的制

度保证此项工作的完整性、一致性、稳定性和连贯性。在

我国高校图书馆中，实行校（院）长领导下的馆长负责制。

有一名校（院）长分管图书馆工作。图书馆设馆长一名，并

视需要设副馆长若干名。馆长主持全馆工作，领导制订工

作规划、经费预算、人员培训进修计划及规章制度，组织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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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实施并定期总结，向校（院）长报告工作。馆长之下是根

据工作流程划分的各部门，设部主任，各部门又根据不同

房间或不同工作内容进行细分，设室长或组长，形成以文

献资源为主导的纵向的金字塔式的层级制领导体制。这

种金字塔式的层级制体制具有一定的缺陷，一是因其管理

层次多，使得组织信息传递慢、易失真，以及出现管理真

空、决策失误可能性增大，乃至不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二

是权力过分集中，不利用馆员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阻碍

了多样化服务的发展；三是核心业务流程倒置，国外图书

馆的发展已经从“文献资源建设”为中心进入“以用户为中

心”的时代，而我国的这种服务模式仍然是以文献资源为

中心，不适合多样化服务模式的发展要求。

事例，美国研究型大学图书馆经过多年的发展与变

革，精简了部门，纵向形成了馆长直接领导下的学科馆员

制度，横向形成了多样化的团队工作模式，形成了纵横交

叉的扁平化矩阵式领导体制，把权力充分下放给馆员，并

且使馆员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合作，充分保证了多样化服

务工作的深入开展。因此，为实现多样化服务，满足多样

化读者需求，图书馆领导应改变传统理念，对组织进行变

革，纵向对机构进行重组，横向成立各种工作团队，形成纵

横交叉的扁平化矩阵式服务模式，下放职责权利，吸引馆

员加入各团队，使馆员充分发挥其特长，促进多样化服务

的开展。此外，鼓励员工积极参与制定相应的战略规划、

计划，来指导和组织各项服务工作的开展和实施。

!"#'��ZÃ
按照国外做法，构建多样化服务模式首先要成立图书

馆多样化委员会（犇犻狏犲狉狊犻狋狏犆狅狌狀犮犻犾）或多样化团队

（犇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犜犲犪犿），该委员会或者由馆长带领其他部门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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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人组成，或者直接由馆长指派人员组成，这个多样化委员会是从其他多样化团队发展

而来的。多样化委员会的任务主要是制订战略计划、组织实施战略计划、对结果进行评

估。因此，该委员会的主席大多是图书馆的馆长，或副馆长，或部主任，要具有决策权，领

导权，才可以把握多样化服务的发展方向。

对于我们国家的研究型高校图书馆来说，传统的层级制领导体制无法轻易改变，而

且多样化建设刚刚起步，还没有一套成熟的理论体系来指导，因此，我们根据我国的国

情，就在传统的层级制模式下，尝试纵向上在个别部门实行扁平化的馆长领导下的学科

馆员制度，并根据读者需求构建有针对性的横向的工作小组，比如说，素质教育工作小

组、馆际互借／文献传递工作小组等，其成员在完成其本职工作的基础上，来承担起工作

组的任务，工作组设一名负责人，即组长，负责制定小组的年度工作计划，负责组织成员

开展实施工作计划。

!"$'Y7q�
传统图书馆的业务流程是以文献为中心，以文献的加工划分业务流程，图书馆的核

心工作和重点工作都花费在前期的工作中，忽略了读者需求。构建多样化服务模式需要

图书馆以读者需求为中心，从读者角度出发，调查其需求，根据读者需求，开展多样化的

文献资源建设，开展多样化的读者服务。

因此，首先要重视读者调查。美国图书馆界非常重视读者调查工作，将读者调查工

作统称为评估，并设计有各种类型的评估工具，定期进行评估，以促进图书馆提升服务。

我国图书馆界缺乏评估机制，也缺乏各种评估工具，各图书馆自己开展读者调查，标准不

统一，无法进行横向的比较。近年来，以清华大学牵头陆续从国外引进了部分评估工具，

逐步在我国研究型大学中使用。随着多样化服务的开展，不久的将来，国外的相关评估

工具也会逐步引进。了解读者需求之后，要根据读者需求不断调整文献资源和服务，精

简传统的业务流程，解散过时的业务部门，组成新的工作小组，这些小组可以是永久的，

也可以是临时的，随着读者需求的变化呈现动态发展趋势。保证多样化的服务始终在一

个集成化的统一平台上，读者能够便利地获得所需的服务和资源。形成以用户为中心的

多样化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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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型大学由于其学科门类齐全、学生来源广泛、办学经费充足，使图书馆拥有丰富

的文献资源。这些文献资源首先要满足学校的学科建设，要保证基础学科建设，并逐步

满足重点学科和交叉学科、边缘学科的需求。因此，研究型大学图书馆的馆藏文献资源

具有学科多样化的特点。其次，随着数字化、网络化技术的迅速发展，国外研究型大学图

书馆已基本实现从以纸质资源为主到以电子资源为主的过渡，正大幅度从以电子资源为

主向只提供电子资源转型。图书馆必须拓展数字图书馆，与此同时，保护仍然支撑许多

学科研究的纸本资源，以应对需提供集成科研基础设施的挑战。在某些学科领域，必须

规划转向只提供电子版的期刊。在我国，大多数研究型大学图书馆正处于纸质资源与电

子资源并存阶段，并且由于发展水平、理念、经费等诸多因素，这将是一个较长的时间段。

在传统的图书馆业务流程和服务系统中，纸质资源、电子资源“分而治之”，分别拥有各自

的业务处理流程，分别属于不同的部门管理，如纸质资源主要由采编部购买、编目，典藏

部验收，流通阅览部上架，提供利用；而电子资源则主要由信息咨询部负责采购、收集、培

训、提供使用。用户若需要某一主题或学科的完整信息，需到不同的部门获取。另外，部

门之间不沟通，导致对同一学科纸质资源和电子资源的重复购买。

开展多样化的服务就是要以用户为中心，从用户角度出发，使用户花最少的时间、以

最简便的方法、获取最多的成果。因此，要对资源进行整合，提供一站式的服务，重组图

书馆传统的部门，成立文献选择小组，负责对纸质资源和电子资源的选择、试用、订购、付

款等一系列流程，将图书、论文、期刊、电子资源、网络资源等整合到一个检索平台。北大

图书馆新型多媒体服务以信息共享空间为服务形式，强调为用户提供一站式的服务以及

多媒体服务共享空间。

#! X9CD0ophtUu.

研究型大学图书馆以多样化的文献资源为支撑，开展多样化的读者服务。通过对研

究型大学图书馆读者需求的分析，以及访问国内外部分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图书馆网站，

收集到研究型大学图书馆目前开展的多样化的服务内容。（１）对学科带头人配备专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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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馆员，主动为其收集各种文献信息源，提供有关国内外研究的学术动态、学术论文、

著作及成果等信息；（２）通过学科导航、专业数据库、信息网站、信息咨询，为从事各学科

研究的教师、研究生提供及时的学科动态信息及相应的成果；（３）通过馆际互借、文献传

递，保证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的教师、研究生对文献信息的需求，并为教师开通馆际互借

系统；（４）通过读者入馆教育、文检课教育、校园文化建设、学生参与服务及各种导读、读

书、共建等活动，服务于大学生素质教育。馆际互借是图书馆传统的资源共享方式，是指

图书馆与图书馆之间的图书借阅，该借阅需要归还。随着图书馆全面实现自动化技术，

馆际互借工作也相应地得到了发展，非返还式的文献越来越多的用电子方式传递，于是

出现了文献传递这一项新服务。目前，对于整本图书的外借和归还称为馆际互借，对于

图书中部分内容的复印扫描传递或数据库中期刊的传递称为文献传递，不需要归还，需

要读者付复印费。该项服务利用比较多的用户主要是校内或校外的博硕士研究生。

科技查新是国家科技部为避免科研课题重复立项和客观正确地判别科研成果的新

颖性而设立的一项工作，由具有科技查新资质的查新机构承担完成。查新机构根据查新

委托人提供的需要查证其新颖性的科学技术内容，按照科技查新规范操作，有偿提供科

技查新服务。我国部分研究型大学图书馆具有科技查新资格。该服务不仅针对本校师

生，也为周边的科研人员和专业技术工作者提供服务。

在国外，学科馆员是一项非常成熟的服务。主要是指在图书馆内指定一批具有学科

背景的图书馆员，与院系沟通，听取院系教师的馆藏建议，并向他们提供一些具有学科针

对性的服务。在我国，学科馆员是图书馆界新兴的一项服务，虽然相关文章不少，但真正

操作的图书馆却不多。我国部分研究型大学图书馆率先开展了这项服务。如清华大学、

上海交大、南京大学、苏州大学等均设有学科馆员。

图书馆的一项重要职能就是教育职能。尤其是在信息时代，图书馆从传统服务向数

字化服务发展，检索技术、检索手段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如何使读者掌握这些技能，更

好地利用图书馆资源，需要开展教育与培训，来提供读者的信息素养。目前，许多研究型

大学图书馆都开展新生入馆教育、数据库讲座培训、毕业论文讲座培训以及其他人文方

面的讲座等。

咨询服务是指工作人员在读者查找信息时提供帮助。多数图书馆实行“首问负责

制”，鼓励员工在第一时间回答读者提问。还有不少图书馆设有咨询台，随时有资深馆员

值班，回答读者的各种咨询。此外，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咨询服务也得到了深化。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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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形式开展的咨询服务多种多样。包括犅犅犛、犙犙、犈犿犪犻犾、网络实时咨询等。咨询服务

在国外发展已经比较成熟，在我国还刚刚起步，多数研究型大学图书馆已经开展咨询服

务，并且重视对咨询服务的统计，以与国外一流大学作比较。信息共享空间是国外大学

图书馆为读者提供的一项集成化服务，综合使用方便的互联网、功能完善的计算机软硬

件设施和内容丰富的信息资源（印刷型工具书、电子资源和多媒体资源等），在技能熟练

的图书馆参考咨询馆员、计算机专家共同支持下，为读者（包括个人、小组或学术团队）的

学习、讨论和研究等活动提供一站式服务，提高读者的信息素养和艺术修养，促进读者学

习、交流、协作和研究。信息共享空间是一种经过特别设计的一站式服务中心和协同学

习环境。在我国，唯有少数的一流大学拥有信息共享空间。

个性化定制服务是近几年兴起的根据个别用户的特殊需要而提供的具有针对性的

服务。这是研究型大学图书馆深化服务的一个手段。个性化定制服务多是面向学校的

科研人员，他们一般比较忙，希望能通过个性化服务节省他们的时间。例如，图书馆网站

输入用户名和密码进入的数据库系统，可以实现图书续借等功能，用犈犿犪犾犾通知读者归

还图书，用短信与读者互动，以及新兴的犚犛犛订阅服务等。

$! ïuvw0ophtUu.

人力资源是图书馆发展的关键因素，它广义上包括图书馆各种人员及由人衍生出的

管理方法。国外研究型大学图书馆在开展多样化服务中，强调人员的多样化，吸引不同

文化背景、种族、民族、学历、专业、性别、年龄、宗教信仰等人员到图书馆工作，同时，想方

设法留住所需要的专业人才，此外，还吸纳学生、志愿者及其他社会人员共同参与图书馆

管理。实质上让读者参与图书馆管理，将为图书馆事业注入新的活力，如建立专家顾问

团、青年志愿者服务队、学生图书馆管理协会等都是为满足多样化的读者需求。近年来，

图书馆的自动化和现代化水平越来越高。但是，自动化程度再高，图书馆也需要工作人

员来管理，并且在所有的构成要素中，工作人员所处的位置最为突出，所发挥的作用也最

为重要。来新夏针对这个问题曾经说过：“我们国家提出了以人为本，而且许多的科学技

术是靠人掌握的，图书馆忽略了人才利用，就失去了灵感”。所以图书馆要利用好人力资

源，建设多样化的人员队伍。多样化的服务需要有多样化的人员队伍满足读者的多样化



——— ３７６　　

需求，第一，建立激励机制来调动图书馆人员的积极性。人的各种活动，都是由目的、动

机支配引起的。笔者认为，动机的激发，行为的强化，需要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职业道德

规范，培养本部门员工具有良好的政治素养，强烈的事业心与责任感，热爱本职工作，使

他们能够更好地为读者服务。第二，加强制度建设来培养图书馆人员的责任感。大多数

员工都有爱本职工作的集体荣誉感，事业感，责任感，让他们感觉自己是馆里的主人，实

行岗位责任制，优化组合，好坏分明，能者上庸者下，减少工作盲点，做到“人人有责任，事

事有程序，科学化、现代化管理”的工作标准。第三，重视对新进馆人员的工作安排、培训

和发展，使图书馆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随着图书馆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其资源设备的

不断更新，图书馆需要源源不断地引进专业人才，人才参差不齐，这需要领导有很敏锐的

洞察力去判断他们的能力，科学的分配给他们能胜任的工作岗位，充分发挥其积极性和

潜能，使之更快更好地创造价值和财富。第四，重视对现有人员的培训、提高和任用。在

积极引进专业人才的同时，还要制定一套完整的馆员进修、培训制度，坚持对在职人员进

行多种形式的继续教育。通过专题讲座、学术活动，拓宽馆员的知识面，使其及时了解图

书馆事业发展的趋势及学术动态，提高其理论水平。通过专业技能培训，提高业务技能。

同时也要采取一定的激励措施，促使馆员自觉学习新知识、新技术，拓宽知识面，自觉提

高综合素质做到物尽其用，人尽其才，形成一个较为合理的人才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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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李贺：国外数字图书馆评价研究现状分析［犑］。中国图书馆学报，２０１０（６）：２０—２２。

［２］沈晓梅：高校图书馆人员心理压力及其对策［犑］。图书馆学研究，２０１０（２２）：４１—４２。

［３］肖烨：高校图书馆社会服务的思考［犑］。图书馆，２０１１（４）：１５—１６。

［４］王尧：高校图书馆全开放式服务模式的探析［犑］。中华医学图书情报杂志，２０１１（８）：３４—３５。

［５］黄世芳：高校图书馆免费网络学术资源建设要点研究［犑］。图书馆理论与实践，２０１１（７）：

３３—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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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杰（１９７２—　），男，本科，籍贯苏州。苏州大学图书馆工作，主要研究方向为吴地私家藏书史，已

发表论文多篇。

通讯地址：苏州市沧浪区十梓街１号苏州大学图书馆（邮编：２１５００６）

电子邮箱：犿犪犼＠犾犻犫．狊狌犱犪．犲犱狌．犮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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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教育发展研究成果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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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对２０１１年内宁夏的
教育发展状况和研究成果加以梳

理，以便业内更多地了解宁夏教

育的发展、研究现状，为研究、领

导决策等提供信息参考。

$%&#宁夏教育，发展概况，研
究成果，述评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犜犺犲狆犪狆犲狉犻狀狋狉狅犱狌犮犲狊狋犺犲

犲犱狌犮犪狋犻狅狀犱犲狏犲犾狅狆犿犲狀狋犪狀犱犱犲狏犲犾

狅狆犿犲狀狋狉犲狊犲犪狉犮犺犻狀犖犻狀犵狓犻犪犘狉狅狏

犻狀犮犲，犆犺犻狀犪犻狀２０１１．犐狋狑狅狌犾犱犺犲犾狆
狅狋犺犲狉狊犽狀狅狑犿狅狉犲犪犫狅狌狋狋犺犲犲犱狌犮犪狋犻狅狀

犱犲狏犲犾狅狆犿犲狀狋犪狀犱狉犲狊犲犪狉犮犺狊狋犪狋狌狊犻狀

犖犻狀犵狓犻犪犘狉狅狏犻狀犮犲，犪狊狑犲犾犾犪狊狆狉狅狏犻犱犲

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狋狅犵狅狏犲狉狀犿犲狀狋犪犱犿犻狀犻狊

狋狉犪狋狅狉狊犳狅狉犱犲犮犻狊犻狅狀犿犪犽犻狀犵．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犖犻狀犵狓犻犪犲犱狌犮犪狋犻狅狀，犲犱

狌犮犪狋犻狅狀犱犲狏犲犾狅狆犿犲狀狋，犖犻狀犵狓犻犪　

　　２０１１年是新世纪第二个十年的第一年，也是“十二五

规划”的第一年，而近十年是宁夏实现跨越式发展、兴教强

区的关键时期。一年来宁夏教育的发展和研究情况如何，

本文加以梳理，以便业内更多地了解宁夏教育的发展、研

究现状，为研究、领导决策等提供信息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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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党中央国务院召开新世纪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后，

宁夏自治区党委、政府于２０１１年２月１４日在银川召开教

育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公布

了《宁夏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并对实施《纲要》做出全面部署。自治区党委书记张

毅、政府主席王正伟分别作了重要指示。会议提出，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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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０年，宁夏基本实现教育强区目标，教育主要发展指标达到全国平均水平，部分指标达

到全国先进水平，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２０１１年５月，政府第９４次常务会审议通过了

《宁夏教育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再次表明了我区教育强区的决心和信心。１１月２９

日，自治区政府召开评估验收创建教育强县和基本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工作反馈会议，宣

布全区２２个县、市全部通过自治区政府创建教育强县（区）的评估验收，标志着我区比国

家规划提前一年实现义务教育初步均衡发展目标。［１］

!"#'ÄÅÕÖ
自治区人民政府于１１月份在彭阳县召开全区学前教育暨农村学前教育体制改革试点

工作推进会，从今年起，宁夏将启动“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和自治区“十二五”幼儿园建

设规划，全区将在３年内完成每个县（区）建设１所规模５００人以上的县级幼儿园和９７所规

模３００人左右的乡镇中心幼儿园的任务，５年内确保实现乡镇中心幼儿园全覆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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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政府为移民子女量身定制教育规划，针对３５万生态移民子女的教育问题，全区量

身定做了一整套教育培训规划，促使移民子女搭乘“教育快车”摆脱贫困、走出大山、走向

富裕。２０１１年５月，自治区政府根据《宁夏“十二五”中南部地区生态移民规划》，特制定

《宁夏“十二五”中南部地区教育移民实施方案》。年内，我区中南部地区生态移民子女高

中毕业阶段自主招生注册入学录取模式改革试点工作，在自治区党委、政府的领导下，顺

利完成了《宁夏“十二五”中南部地区教育移民实施方案》确定的年度生态移民子女考生

高考招生录取的目标任务，今年，报名参加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的中南部地区生

态移民子女考生共计２３２５名，录取１６３０名，录取率为７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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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早餐工程”自２０１０年秋季全面实施以来，惠及中南部地区１２个市、县（区）、

１５００多所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和县（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寄宿学校的学生。

２０１１年，“营养早餐工程”覆盖学生３９万人，安排资金５７００万元，受惠学生数和工程资金

均比去年有所增加。［４］秋季学期起，在全国率先启动实施西海固地区农村小学生“免费午

餐工程”试点工作。制定了《宁夏西海固地区农村小学生免费午餐工程试点工作实施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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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试点工作启动以来，在自治区党委、政府的领导下，自治区教育厅按照免费午餐工程

试点工作实施方案要求，精心组织，周密布置，强化措施，落实责任，积极推进试点工作，

并组成督查组多次进行督导检查，３１所小学的１．９万名学生吃上了热乎的饭菜，深受好

评，社会反响热烈。［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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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宁夏教育事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精神，为了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和高等教育内在规律相适应，不同类型高等教育相互衔接的教育体系，健全普通本科

院校面向高等职业院校毕业生的招生培养机制，形成符合人才成长的培养规律，２０１１年８

月，自治区教育厅印发了《宁夏回族自治区普通高等教育专科升本科招生试点工作方

案》。这标志着我区普通高等教育专科升本科招生试点工作正式启动。从２０１２年起，宁

夏医科大学、宁夏师范学院、宁夏理工学院、宁夏大学新华学院、中国矿业大学银川学院

等五所区属普通本科院校将承担我区专升本招生试点任务。专升本为我区高职（专科）

院校的学生打开了一条继续深造的路。［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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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舍安全工程是宁夏教育史上从未有过的校舍大改造。自治区党委、政府高度重

视，多次召开工作会议，连续三年把此项工程作为重大民生计划推进实施，确定了工程实

施的“路线图”和“时间表”。２０１１年进入攻坚年，校舍安全工程完成后，全区可累计新建、

迁学校８１９所，县城以上学校可累计新增教学班１７６４个，增加学位８．８万个，新增床位

５．７万个，使优质教育资源得到快速扩张，近５万名农村学生进入城市享受优质资源教

育，可有效化解城市中小学校“大班额”和农村中小学校“大通铺”问题，缓解农民工进城

子女上学难的现状。［７］校安工程除校舍安全工程外，笔者认为还应该包括校车安全问题。

随着城市规划的发展、校舍的扩建、迁建，学校、幼儿园与居民区的距离拉大，校车成为学

生、幼儿的重要交通工具。自１１月１７日，宁夏教育厅、公安厅发出紧急通知，要求立即对

中小学和幼儿园校车安全开展专项检查之后，区内各县、市（区）先后召开校车整治专项

会议，要求切实加强中小学、幼儿园涉校车辆、司乘人员的管理，消除涉校车辆交通安全

隐患，有效预防涉校车辆的交通事故，切实保障中小学学生、幼儿的人身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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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年宁夏教育研究成果颇丰，仅期刊公开发表论文数就有５０余篇。成果中不乏

基金项目，其中有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自治区社科规划项目、院校（所）级项目等，研

究内容涉及教育工作中的有关教育资源、幼儿、儿童及女性教育、教材与教法、职业教育

等各个方面。本文择要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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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教育质量已成为今后一个时期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主要任务，而教育质量的提

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在宁夏这样的边远地区，教师政策研究是关系教师留存及

质量的问题。王安全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部农村地区教师政策问题”研究成果，

通过回顾５０年来海原县农村中小学教师地缘结构及其变化情况得到启示，提出了改善西

部农村教师生活条件，保证其收入不低于东部地区教师收入水平，稳定当地教师和吸引

不同县域、不同省区高质量教师到西部地区、到农村地区长期就业发展，形成农村教师合

理性地缘结构；改革传统的扶贫支教方式，试行有经验的外地骨干教师去西部农村支援

和培训当地教师，以现身传授教学经验、指导克服教育实践问题、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形

成合理的农村中小学教师地缘结构的思考。［８］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受高等学校资助的项

目成果《中小学教师流动样态及其合理性标准建构》一文，作者通过对西部欠发达地区学

校教师流动情况进行调查，分析了教师流动这一普遍现象，认为教师流动呈单向性和无

序性流动是造成地区、城乡间优质师资分布不均的原因，并提出了建立教师流动的政策

机制。［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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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培养及课程管理研究仍然是学界研究的热点。宁夏师范学院在宁夏师资培养

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宁南地区中学教师中８５％以上都来自该校，该校对师资培养方

面的研究涉及多学科，研究者不乏其人。刘立红等《新建地方高师本科院校化学实验课

程体系的构建》是该校重点科研项目的研究成果。文章针对培养中学化学实验教师问

题，就高师本科院校化学实验课程体系的构建的理念与思路，进行理论探讨和教学实践，

五年的教学实践证明，新课程体系取得了显著成效。［１０］田晓勇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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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中关于发展义务教育、学前教育的要求，为宁夏师范

学院提出了推动基础教育教师的职业化教育、培养大批高素质教师和发展学前教育教师

教育、抓紧制定加强学前教育教师培养战略规划的思想。［１１］本着为宁夏师范学院某些专

业课程的学科建设及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提供依据、借鉴与参考的目的出发，该校教师

对该校音乐、体育、科学等专业学科的建设和对固原市原州区所属的部分农村小学的某

些专业学科教师的基本情况和教学现状进行了调研。根据调研情况，对该校专业课程的

学科建设提出了建议，并对教育主管部门、学校及教师个人提出要注重专业学科教师的

培养、招聘、培训、进修与自我“充电”，重视专业学科的教学工作，保证教学质

量。［１２］［１３］［１４］张晓艳在总结宁夏中小学师资建设基本情况和近年来宁夏教师队伍建设成

效的基础上，提出了目前宁夏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建议。［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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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教育是在职教师与时俱进、不断适应新的教学任务的重要途径，咸富莲等在宁

夏回族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有效提高回族地区农村教师专业发展水平的行动

研究———院校伙伴协作的视角”的研究中，积极探讨科学有效的培训方法，在分析中小学

在职教师培训组织管理现状及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解决西部地区中小学在职教师培

训组织管理方面的对策与建议。［１６］教师知识的构成不只是以往我们认为的专业水平方

面，如评价素养也是教师的专业技能，而之前没有得到各方面的重视，陈玉华等宁夏高校

科学技术研究项目“新课程背景下中小学教师评价素养问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对教师

的评价素养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提升教师评价素养的策略。［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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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把女性教育问题的概念延伸至女童教育问题的范围，宁夏的女性教育又涉及至

回族女童教育。笔者认为女童受教育的程度是女性受教育的基础，女性所接受的教育直

接影响着女童，在仍然保持“男主外，女主内”传统观念的贫困民族地区，母亲对学龄儿童

所产生的影响尤为重要。王翠丽等受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资助，通过对宁夏固原市７所

小学学生进行分层整群抽样调查分析得出结论即：贫困民族地区儿童心理发展水平总体

偏低，母亲受教育程度、职业、经济收入、教养方式等是影响儿童心理发展的重要因

素。［１８］还有研究表明，宁夏女童接受教育的机会比同地区同龄男童要低，另外，同其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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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相比，宁夏回族地区女童接受教育普遍较其他内地城市低。女童即使有机会入学，但

真正完成义务教育的女童数量并不乐观，而女子教育是普及教育运动中最大的难关。因

此，发展我区的女童教育是体现男女平等、实现教育公平和科教兴区战略的重要内

容。［１９］造成接受教育男女不平等的因素除了婚姻因素外，还有就是教育理念、教育体系、

自然环境、经济条件、农村回族女性自卑、自身教育意识低下等因素，是造成宁夏的回族

女性在接受教育中特别是在义务教育即基础教育阶段存在着严重的男女不平等现象的

原因。［２０］在宁夏这个全国唯一的回族自治区，宁夏回族聚居区女童教育有其特点，那就

是回族女童在接受国民教育之前，甚至是在学堂教育过程中接受着一种特殊的教育，即

经堂教育。学习内容主要包括阿拉伯语音、伊斯兰宗教信仰、礼拜常识等。对于这些儿

童来说，她们比其他儿童多学了一门外语———阿语。所以有学者对宁夏回族聚居区的女

童外语学习状况进行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民族地区‘双语’环境下回族女童英语

学习现状调查分析”的研究，这项研究发表了一系列的成果。有对阿语对英语学习的语言

迁移现象进行分析，即对比分析回族女童“经堂教育”的阿语与国民教育的英语两种语言特

征，研究阿语对英语学习的促进作用［２１］；有对学习动机特征对比分析，对英语、阿语学习动

机的差异导致的学习效果进行分析［２２］；有运用二语习得“学习———习得假说”理论，研究其

学得与习得的独特性［２３］。他们认为宁夏回族聚居地区回族儿童的英语学习有别于其他儿

童的外语学习，他们的英语学习处在“双语”环境中，比其他儿童多了一定的外语学习和习

得过程。通过对语言学习迁移现象分析、“双外语”学习动机特征对比分析、外语学习中的

学得和习得现象对比分析，一定能对回族中、小学英语学习及教学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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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目的是要在２１世纪构建起符合素质教育要求的

基础教育课程体系。“万校一书”的教材体系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宁夏电大与

江苏电大编写高职教材及教学设计和教学实践，为高职院校“开放职业教育”提供了新的

尝试。［２４］反映地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风土人情的宁夏乡土教材，在其发展过

程中有着浓郁的地方特色，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回族文化传承与乡土教材开

发”的研究成果，对六十年来宁夏乡土教材的发展脉络进行了梳理。［２５］武宇林在分析了

“花儿”这一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失去其生长环境而即将失传的处境后，建议把

“花儿”引进大中小学校编入教材，作为民族艺术教育的内容，以便传承。［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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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教学方法的研究，身处第一线的教师首当其冲，我区的《宁夏教育》杂志是其重

要阵地，研究内容从如何加强数学概念的教学、数学计算教学方法、培养学生学习化学的

兴趣、语文作业优化设计、英语词汇高效教学方法，到集体备课、板书设计、课堂提问，还

有特殊教育学校语言教育的科学性研究等等，各方面都有涉及，虽然多数文章篇幅不长，

但都是教师们工作的切身体会、是他们工作实践的经验交流。［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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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务院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和《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关于推进职业教育跨

越式发展的意见》精神的指导下，我区的职业教育健康快速发展，职业教育研究也取得了

丰硕的成果。研究者根据自治区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对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的

迫切要求，通过对宁夏社会经济发展形势的分析，探讨适应区域经济发展的宁夏高职教

育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２８］特别是区域性农业中职院校，是发展地方农业和农村

经济，不断培养和输送农业实用型、技能型人才的重要基地，是发展农业科技、提高农业

生产水平的生力军，办好农业中职院校，校领导提出了走内涵式发展的道路，要从科学确

定办学定位、切实稳定办学规模、不断提高办学质量和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入手，在

为地方新农村建设和现代农业发展培养好大量实用型、技能型人才的同时，同步实现院

校自身的改革发展。［２９］

为提高职业院校学生的就业能力，这方面的研究者则提倡教学的实践性及“工学结

合、半工半读”培养模式，［３０］要求教师则应具备“双师型”，即不仅具有教师资格证书，还

应取得工程师等其他系列技术职称或资格证书，其目的是提高办学质量，增强学校的办

学竞争力和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使学生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习后，自身素质得

到提高，以增加就业竞争能力。［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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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的教育及教育研究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与发达

省区的差距依然存在，因此，提高教师配备标准、全面提高教师素质、加强移民区子女教

育、强化高等教育的特色和优势教育及其研究工作是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内的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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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７—１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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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浩如烟海信息中提炼组织过的知

识：让我们观察这个过程如何发生

□ a;·IbKLcd

!"#图书馆在发展的同时也在
萎缩。通过手机查阅大量信息的

过程足够令人惊叹，这也意味着

图书馆无论到哪里都伴随着我

们。同时，图书馆的建造在减少

就如同纸制书籍变得越来越过时

一样。在教学中，图书馆馆员的

角色发生了变化；同样，学生们在

研究、创作、评估自己的学习资料

中的作用也在发生着变化。随着

技术更新的不断加快，虽然图书

馆员在很多方面继续扮演着提供

资料的角色，但是这些资料的范

围不断扩大，而且不再受地理空

间的限制。图书馆员不再给老师

们仅仅提供少许他们感兴趣的图

书或者视频，而是提供给老师们

多个图书馆中的资源，以及各种

可以发现信息资源的手段。老师

承担着控制扩大无边的信息的职

能，提炼看似无穷的信息流。

学生继续扮演着消费信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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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但是必须同时使用比较传统

的学习方法迅速评估、核对和综

合信息，又或者在过载的信息中

被淹没。在复习功课日益数字化

的今天，我的学生利用社会媒体

和各种信息站点及制作工具重新

传输给同伴们核心理念，这在过

往的历史中是无法想象到的。

学生要想成为一个图书馆馆

员就要承担更多的责任，老师和

学生都要立刻利用一到两分钟的

时间回顾核心信息，从浩如烟海

的信息中提炼组织过的知识，让

我们看看这个过程如何发生。

$%&#组织知识，数字资源，浩
如烟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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犗狀犮犲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犫犲犮狅犿犲犪狑犪狉犲狋犺犪狋狑犲犪狉犲犫狉犲犪犽犻狀犵犱狅狑狀犺犻狊狋狅狉狔

犻狀狋狅犮犺狌狀犽狊狅犳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犫狔狋犻犿犲犪狀犱狆犾犪犮犲（犻．犲．犜犪狀犵犆犺犻狀犪

狅狉犚犲狏狅犾狌狋犻狅狀犪狉狔犃犿犲狉犻犮犪），狋犺犲狔犪狉犲狋犺犲狀犿犪犱犲犪狑犪狉犲狋犺犪狋狑犲

犪狉犲犳狌狉狋犺犲狉犫狉犲犪犽犻狀犵犱狅狑狀犺犻狊狋狅狉狔犻狀狋狅８狋犺犲犿犲狊狊狅狑犲犮犪狀

犮狅犿狆犪狉犲犪狀犱犮狅狀狋狉犪狊狋狋犺犲狊犲狋犻犿犲狊犪狀犱狆犾犪犮犲狊．犜犺犲狊犲狋犺犲犿犲狊犪狉犲

犛狅犮犻犲狋狔，犘狅犾犻狋犻犮狊，犐狀狋犲犾犾犲犮狋（犪狉狋犪狀犱犾犻狋犲狉犪狋狌狉犲），犚犲犾犻犵犻狅狀，

犐狀狋犲狉犪犮狋犻狅狀（狋狉犪犱犲犪狀犱狑犪狉），犜犲犮犺狀狅犾狅犵狔，犈犮狅狀狅犿犻犮狊，犪狀犱

犇犲犿狅犵狉犪狆犺犻犮狊（犺狌犿犪狀狊犻狀狋犲狉犪犮狋犻狀犵狑犻狋犺狋犺犲犻狉犲狀狏犻狉狅狀犿犲狀狋）．

犜犺犲狊犲狋犺犲犿犲狊狊狆犲犾犾狅狌狋犛犘犐犚犐犜犈犇 犻狀 犈狀犵犾犻狊犺，犫狌狋狋犺犪狋

狆狉狅犫犪犫犾狔犺犪狊狀狅犿犲犪狀犻狀犵犻狀犕犪狀犱犪狉犻狀．犜犺犲狌狊犲狅犳狋犺犲犪犮狉狅狀狔犿

犺犲犾狆狊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狉犲犿犲犿犫犲狉狋犺犲 犪狀犪犾狔狋犻犮犪犾狆狉狅犮犲狊狊狅犳犲犪犮犺

犮犻狏犻犾犻狕犪狋犻狅狀．

犉狉狅犿狋犺犲犫犲犵犻狀狀犻狀犵狅犳狋犺犲狔犲犪狉，狋犺犲３２—４０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犻狀狋犺犲

犮犾犪狊狊犪狉犲狆狌狋犻狀狋狅狊狋狌犱狔犵狉狅狌狆狊狑犻狋犺４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犲犪犮犺．犜犺犲狊犲

犵狉狅狌狆狊犪狉犲犪狊狊犻犵狀犲犱犪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狋犺犲犿犲犲犪犮犺狑犲犲犽犪狀犱犪狊狋犺犲狔

狉狅狋犪狋犲狋犺狉狅狌犵犺狋犺犲狋犺犲犿犲狊犪狀犱狋犺犲狔犫犲犮狅犿犲狅狌狉犮犾犪狊狊犲狓狆犲狉狋

犱犻狏犻狊犻狅狀狅狉犵狉狅狌狆狅狀狋犺犪狋狅狀犲狋犺犲犿犲犳狅狉犪狋犻犿犲狆犲狉犻狅犱犳狅狉犪

犵犻狏犲狀犮犻狏犻犾犻狕犪狋犻狅狀．犜犺犲犻狉狋犲狓狋犻狊犱犻狏犻犱犲犱犫狔犮犺犪狆狋犲狉狊犱犲犱犻犮犪狋犲犱

狋狅犪犵犲狅犵狉犪狆犺犻犮犾狅犮犪狋犻狅狀犪狀犱狊狆犲犮犻犳犻犮狋犻犿犲犮狅狉狉犲狊狆狅狀犱犻狀犵狋狅狋犺犲

狋犻犿犲狊犿犲狀狋犻狅狀犲犱犪犫狅狏犲．



３９１　　 ———

狊狔狀狋犺犲狊犻狕犲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狑犻狋犺狋狉犪犱犻

狋犻狅狀犪犾狊狋狌犱狔犿犲狋犺狅犱狊狅狉犺犲狅狉狊犺犲

犲狀犱狊狌狆犱狉狅狑狀犻狀犵犻狀狋狅狅犿狌犮犺犻狀

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犝狊犻狀犵狊狅犮犻犪犾犿犲犱犻犪犪狀犱

狏犪狉犻狅狌狊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狊犻狋犲狊犪狀犱狆狉狅

犱狌犮狋犻狅狀狋狅狅犾狊犿狔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狑犻犾犾犺犲犾

狆狉犲狋犲犪犮犺犽犲狔犮狅狀犮犲狆狋狊狋狅狋犺犲犻狉犳犲犾

犾狅狑犮犾犪狊狊犿犪狋犲狊犪狊狋犺犲犻狉狉犲狏犻犲狑狊犫犲

犮狅犿犲犱犻犵犻狋犪犾犪狀犱狊犺犪狉犲犱犳狅狉狆狅狊狋犲狉犻

狋狔犻狀犪狑犪狔狀犲狏犲狉犫犲犳狅狉犲犻犿犪犵犻狀犲犱．

犛狋狌犱犲狀狋狊狋犪犽犲狅狀犿狅狉犲狉犲狊狆狅狀狊犻犫犻犾犻

狋狔犳狅狉犫犲犻狀犵犾犻犫狉犪狉犻犪狀，狋犲犪犮犺犲狉犪狀犱

狊狋狌犱犲狀狋犪犾犾犪狋狅狀犮犲犪狀犱狆狉狅犱狌犮犲１—

２犿犻狀狌狋犲狉犲狏犻犲狑狊狅犳犽犲狔犻狀犳狅狉犿犪

狋犻狅狀．犉狉狅犿狅犮犲犪狀狊狅犳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

狋狅犱狉狅狆犾犲狋狊狅犳狅狉犵犪狀犻狕犲犱 犽狀狅狑犾

犲犱犵犲，犾犲狋狊狊犲犲犺狅狑狋犺犻狊狆狉狅犮犲狊狊

狑狅狉犽狊．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犗狉犵犪狀犻狕犲犱犓狀狅狑犾犲犱犵犲，

犱犻犵犻狋犪犾狊狅狌狉犮犲狊，犗犮犲犪狀狊狅犳犐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

犈犪犮犺犵狉狅狌狆狊犼狅犫犻狊狋狅狋犲犪犮犺狋犺犲狉犲狊狋狅犳狋犺犲犮犾犪狊狊犺狅狑狋犺犲

犪狊狊犻犵狀犲犱狋犺犲犿犲犪狆狆犾犻犲狊狋狅狋犺犲犮犻狏犻犾犻狕犪狋犻狅狀犫犲犻狀犵狊狋狌犱犻犲犱．犜犺犲狔

犿狌狊狋犱犻狊犮狌狊狊 犪狀犱 犪狀狋犻犮犻狆犪狋犲 犺狅狑 狋犺犪狋狋犺犲犿犲 犿犻犵犺狋 犫犲

狉犲狆狉犲狊犲狀狋犲犱狅狀狋犺犲犮犺犪狆狋犲狉狋犲狊狋犪狀犱狌犾狋犻犿犪狋犲犾狔狅狀狋犺犲犮狅犾犾犲犵犲

犾犲狏犲犾犲狓犪犿犻狀 犕犪狔．犉狅狉犲狓犪犿狆犾犲，狋犺犪狋犳犪犮狋狋犺犪狋狋犺犲狀犛狌犻

犇狔狀犪狊狋狔 狑犪狊狉犲狊狆狅狀狊犻犫犾犲犳狅狉犫狌犻犾犱犻狀犵狋犺犲 犌狉犪狀犱 犆犪狀犪犾犻狊

犻犿狆狅狉狋犪狀狋犻狀犘狅狊狋犮犾犪狊狊犻犮犪犾犆犺犻狀犪犪狀犱犮狅狌犾犱犫犲犪狋狋狉犻犫狌狋犲犱狋狅

狋犲犮犺狀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犲犮狅狀狅犿犻犮犪狀犱犲狀狏犻狉狅狀犿犲狀狋犪犾狋犺犲犿犲狊．犅狌狋狋犺犲

犵狉狅狌狆狊犿狌狊狋犱犲犮犻犱犲狑犺犲狋犺犲狉犻狋犻狊狋犺犲犿狅狊狋犻犿狆狅狉狋犪狀狋狆犻犲犮犲狅犳

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犻狀狏狅犾狏犻狀犵狋犺犲犻狉狋犺犲犿犲犳狅狉狋犺犪狋犮犺犪狆狋犲狉狑犺犻犮犺

犮狅狀狋犪犻狀狊犛狌犻，犜犪狀犵犪狀犱犛狅狀犵犱狔狀犪狊狋犻犲狊犪狀犱犺狅狑狋狅狌狊犲犻狋狋狅

犪犮犮狌狉犪狋犲犾狔狆狅狉狋狉犪狔狋犺犲犻狉狋犺犲犿犲．犜犺犻狊犻狀狏狅犾狏犲狊犱犻狊犮狌狊狊犻狅狀犪狀犱

犲狏犪犾狌犪狋犻狅狀犪狀犱狆犲狉狊狌犪狊犻狅狀．犐狋犻狀狏狅犾狏犲狊犵狉狅狌狆犮狅狅狆犲狉犪狋犻狅狀犪狀犱

犻狀犱犻狏犻犱狌犪犾犪狀犪犾狔狋犻犮犪犾狊犽犻犾犾狊．

犜犺犲４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犱犻狏犻犱犲狌狆狋犺犲狆狉犲狊犲狀狋犪狋犻狅狀犻狀狋狅４ 狆犪狉狋狊：

犛狌犿犿犪狉狔，犐犾犾狌狊狋狉犪狋犻狅狀，犞狅犮犪犫狌犾犪狉狔，犪狀犱犙狌犲狊狋犻狅狀．犛狅犻犳狋犺犲

狋犺犲犿犲狑犲狉犲犲犮狅狀狅犿犻犮狊犱狌狉犻狀犵狋犺犲犛狌犻犜犪狀犵犛狅狀犵狆犲狉犻狅犱狅犳

犆犺犻狀犪，狋犺犲狊狋狌犱犲狀狋犿犻犵犺狋犳狅犮狌狊狅狀犪狊狌犿犿犪狉狔犱犲犱犻犮犪狋犲犱狋狅狋犺犲

犲犳犳犲犮狋狊狅犳狋犺犲犌狉犪狀犱犆犪狀犪犾狅狉犿狅狉犲犻犿狆狅狉狋犪狀狋犾狔狋犺犲犻狀狏犲狀狋犻狅狀

狅犳狋犺犲狑狅狉犾犱狊犳犻狉狊狋狆犪狆犲狉犿狅狀犲狔犮犪犾犾犲犱“犉犾狔犻狀犵犆犪狊犺”．犜犺犲狀

狋犺犲狊狋狌犱犲狀狋狉犲狊狆狅狀狊犻犫犾犲犳狅狉狋犺犲狆犻犮狋狌狉犲狑狅狌犾犱犱狉犪狑犪狆犻犮狋狌狉犲狅犳

犳犾狔犻狀犵犮犪狊犺狅狉狋犺犲狆狉犻狀狋犻狀犵狅犳狆犪狆犲狉犿狅狀犲狔．犜犺犲狊狋狌犱犲狀狋狆狉狅狏犻犱犻狀犵

狋犺犲狏狅犮犪犫狌犾犪狉狔狑狅狌犾犱犲犿狆犺犪狊犻狕犲狋犺犲狋犲狉犿狊狊狌狉狉狅狌狀犱犻狀犵“犉犾狔犻狀犵

犆犪狊犺”，狊狌犮犺犪狊‘犮犺犲犮犽’，‘犮狉犲犱犻狋’，‘犱犲犫犻狋’，犲狋犮．犪狀犱狋犺犲犾犪狊狋

狊狋狌犱犲狀狋狑狅狌犾犱狆狉狅狏犻犱犲２狋犲狊狋狇狌犲狊狋犻狅狀狊狋犺犪狋狑狅狌犾犱狇狌犻狕狋犺犲狊狋狌犱犲狀狋

狅狀犲犮狅狀狅犿犻犮狊犪狀犱犉犾狔犻狀犵犆犪狊犺．

犉狅狉狋犺犲犳犻狉狊狋６狑犲犲犽狊狑犲狆狉犪犮狋犻犮犲犱狅犻狀犵狋犺犻狊犮狅犾犾犪犫狅狉犪狋犻狅狀狅犳

犾犲犪狉狀犻狀犵犻狀狋犺犲犮犾犪狊狊狉狅狅犿狉犻犵犺狋犫犲犳狅狉犲犪狋犲狊狋．犜犺犲狀狋犺犲狋犪狊犽

犵犲狋狊狊犾犻犵犺狋犾狔犺犪狉犱犲狉犪狊狋犺犲犵狉狅狌狆狊犿狌狊狋犿犪犽犲狋犺犲犻狉犮狅犾犾犪犫狅狉犪狋犻狅狀

犿狅狉犲狆狌犫犾犻犮犪狀犱狏犻犲狑犲犱犫狔犿狅狉犲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犜犺犲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犿犪犽犲犪

犘狅狑犲狉犘狅犻狀狋狅犳狋犺犲狆狉犲狊犲狀狋犪狋犻狅狀狋狅犫犲狆狅狊狋犲犱犻狀狋犺犲犮犾犪狊狊犾犻犫狉犪狉狔

狊狅狋犺犲狑犺狅犾犲犃犘犠狅狉犾犱犎犻狊狋狅狉狔犮狅犿犿狌狀犻狋狔犮犪狀狊犲犲狋犺犲犻狉狑狅狉犽

犪狀犱犾犲犪狉狀犳狉狅犿犻狋．犅犲犳狅狉犲犻狋狑犪狊狅狀犾狔犮狅狀犳犻狀犲犱狋狅狋犺犲犻狉

犻犿犿犲犱犻犪狋犲犮犾犪狊狊犿犪狋犲狊，犫狌狋狑犻狋犺狋犺犲狆狅狊狋犻狀犵狅狀犾犻狀犲狅犳狋犺犲

狑犲犲犽犾狔狋犺犲犿犪狋犻犮狆狉狅犼犲犮狋狊犪犾犾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犮犪狀狊犲犲狋犺犲狑狅狉犽，犪狀犱



——— ３９２　　

　　　　　狌犾狋犻犿犪狋犲犾狔犪犾犾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犮犪狀犾犲犪狉狀犳狉狅犿狋犺犲犿．

犕狅狊狋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犮狅犿犲狋狅狋犺犲犮犾犪狊狊狉狅狅犿狑犻狋犺犿狌犮犺犮狅犿狆狌狋犲狉犽狀狅狑犾犲犱犵犲狊狅犐犱狅狀狅狋犱犲狏狅狋犲犪狀狔狋犻犿犲

犻狀犮犾犪狊狊狋狅狋犺犲犮狉犲犪狋犻狅狀狅狉狆狌犫犾犻狊犺犻狀犵狅犳狋犺犲犻狉狆狉犲狊犲狀狋犪狋犻狅狀犪犳狋犲狉狋犺犲犳犻狉狊狋６狑犲犲犽狊狅犳狆狉犪犮狋犻犮犲．犠犲

犱狅狑犪狋犮犺狋犺犲狆狉犲狊犲狀狋犪狋犻狅狀狊犻狀犮犾犪狊狊狊狅狋犺犲狆狉犲狊犲狀狋犪狋犻狅狀狊犿狌狊狋犫犲狊犺狅狉狋犪狀犱狋狅狋犺犲狆狅犻狀狋犪狊狑犲犺犪狏犲

狋狅犵犲狋狋犺狉狅狌犵犺８狅犳狋犺犲犿犻狀犪狆犲狉犻狅犱犪犾狅狀犵狑犻狋犺狋犺犲犱犻狊犮狌狊狊犻狅狀狋犺犲狔犵犲狀犲狉犪狋犲．犗狌狉犮犾犪狊狊犲狊犪狉犲狅狀犾狔

５１犿犻狀狌狋犲狊犾狅狀犵．

犜狅犺犲犾狆狋犺犲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狑犻狋犺狋犺犲犻狉狆狉狅犼犲犮狋狊，犐狊狋犪狔犻狀犿狔犮犾犪狊狊狉狅狅犿犪狋犾狌狀犮犺犻犳狋犺犲狔狀犲犲犱狋狅犿犲犲狋狅狉

狌狊犲犿狔犮犾犪狊狊狉狅狅犿犮狅犿狆狌狋犲狉狊狋狅犮狉犲犪狋犲狋犺犲犘狅狑犲狉犘狅犻狀狋．犐犳狋犺犲犵狉狅狌狆犮狅犿犲狊狆狉犲狆犪狉犲犱，狋犺犲狔犮犪狀

犮狉犲犪狋犲犪犘狅狑犲狉犘狅犻狀狋犻狀３０犿犻狀狌狋犲狊．犜犺犲狆狉犲狊犲狀狋犪狋犻狅狀犮犪狀狀狅狋犫犲犾狅狀犵犲狉狋犺犪狀２犿犻狀狌狋犲狊犪狀犱犿狌狊狋

犫犲狊犲犾犳犪犱狏犪狀犮犻狀犵狅狉狆犾犪狔犪狌狋狅犿犪狋犻犮犾犻犽犲犪犳犻犾犿犪狀犱犺犪狏犲犪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狏狅犻犮犲狅狏犲狉犲狓狆犾犪犻狀犻狀犵狋犺犲

犿犪狋犲狉犻犪犾狆狉犲狊犲狀狋犲犱．犐狀犮犪狀狀狅狋犫犲狆犻犮狋狌狉犲狊狑犻狋犺犮犪狆狋犻狅狀狊狅狀犾狔．犜犺犲犵狅犪犾犻狊狋狅狆狉狅犼犲犮狋犪狆狅犾犻狊犺犲犱，

犳犻狀犻狊犺犲犱狆狉犲狊犲狀狋犪狋犻狅狀狋犺犪狋狋犲犪犮犺犲狊狅狀犲狋犺犲犿犪狋犻犮犪狊狆犲犮狋狅犳狋犺犲犺犻狊狋狅狉犻犮犪犾狋犻犿犲狆犲狉犻狅犱．犐狋犻狊狀狅狋

犿犲犪狀狋狋狅犫犲犪狀犲狓犺犪狌狊狋犻狏犲狉犲狊犲犪狉犮犺狅狀狋犺犲狋狅狆犻犮犫狌狋犪狇狌犻犮犽狑犪狔狋狅狉犲狏犻犲狑犪狋犺犲犿犲犪狊犻狋犪狆狆犾犻犲狊狋狅

狋犺犲犮犻狏犻犾犻狕犪狋犻狅狀．

（犲狓犪犿狆犾犲狊狑犻犾犾犫犲狊犺狅狑狀犱狌狉犻狀犵狋犺犲狆狉犲狊犲狀狋犪狋犻狅狀）

犜犺犲犔犻犫狉犪狉狔

犇狌狉犻狀犵狋犺犲犳犻狉狊狋６狑犲犲犽狊狅犳狊犮犺狅狅犾，狋犺犲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狌狊犲犪犱狅犮狌犿犲狀狋犮犪犿犲狉犪狋狅狆狉狅犼犲犮狋狋犺犲狆犪狆犲狉

狆狉犲狊犲狀狋犪狋犻狅狀狊狅犳狋犺犲犻狉狋犺犲犿犲狊狑犺犻犾犲狋犺犲狔狅狉犪犾犾狔犱犲狊犮狉犻犫犲狋犺犲犿．犜犺犲狆犪狆犲狉狊犪狉犲狋犺犲狀犮狅犾犾犲犮狋犲犱犪狀犱

狋犺犲狔犪狉犲犺狌狀犵狅狀狋犺犲犫犪犮犽狑犪犾犾狅犳狋犺犲犮犾犪狊狊狉狅狅犿．犜犺犻狊狊犲狉狏犲狊犪狊犪狏犻狊狌犪犾狉犲犿犻狀犱犲狉狅犳狑犺犪狋狋犺犲犿犲狊

犪狉犲犪狀犱狋犺犲犻狉狆犻犮狋狌狉犲狊狉犲犿犻狀犱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犺狅狑狋犺犲狔犪狆狆犾狔狋狅犪犵犻狏犲狀狋犻犿犲犪狀犱狆犾犪犮犲．犅狌狋犳犲狑

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犾狅狅犽犪狋狋犺犲狑犪犾犾．

犠犻狋犺狋犺犲犻狀狋狉狅犱狌犮狋犻狅狀狅犳犪狀犲狑狊狅犮犻犪犾犿犲犱犻犪犲狇狌犻狆狆犲犱狑犻狋犺犪狀犲犾犲犮狋狉狅狀犻犮犱犻狊犮狌狊狊犻狅狀犫狅犪狉犱犮犪犾犾犲犱

犈犱犿狅犱狅．犮狅犿，狑犲犪狉犲犪犫犾犲狋狅犮犪狋犪犾狅犵狌犲犪狀犱狆狉狅犿狅狋犲犪犾犻犫狉犪狉狔狅犳狊狋狌犱犲狀狋狆狉犲狊犲狀狋犪狋犻狅狀狊狋犺犪狋狋犺犲

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犮犪狀犪犮犮犲狊狊犪犾犾狔犲犪狉犾狅狀犵狌狊犻狀犵狋犺犲犻狀狋犲狉狀犲狋．犜犺犲狊犲狆狉犲狊犲狀狋犪狋犻狅狀狊犪狉犲狆犾犪犮犲犱犻狀犪狏犻狉狋狌犪犾

犾犻犫狉犪狉狔狅狀犈犱犿狅犱狅犻狀狋犺犲犻狉犲狀狋犻狉犲狋狔犳狅狉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狑犺狅犿犻狊狊狋犺犲犱犪狔狅犳狆狉犲狊犲狀狋犪狋犻狅狀狊狅狉犳狅狉狋犺狅狊犲

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狑犺狅狀犲犲犱狋狅狉犲犿犲犱犻犪狋犲犫犲犳狅狉犲犪狋犲狊狋．犖狅狅狌狋狊犻犱犲狆犲狅狆犾犲犮犪狀狊犲犲狋犺犲狑狅狉犽犳狅狉狆狉犻狏犪犮狔

狉犲犪狊狅狀狊，狅狀犾狔狊狋犪犳犳犪狀犱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犮犪狀狊犲犲狋犺犲狑狅狉犽．犘犪狉犲狀狋狊狑犺狅狑犻狊犺狋狅犾狅犵狅狀犮犪狀狊犲犲狋犺犲犿犪狊

狑犲犾犾．犜犺犲犵犲狀犲狉犪犾狆狌犫犾犻犮犿犪狔犫犲犻狀狏犻狋犲犱狋狅狊犲犲狋犺犲犿犪狊狊狋狌犱犲狀狋狑狅狉犽犫犲犮狅犿犲狊犿狅狉犲狆狉狅犳犲狊狊犻狅狀犪犾

犪狀犱犿犲犪狀犻狀犵犳狌犾．

犜犺犻狊犾犻犫狉犪狉狔狅犳狊犺狅狉狋狇狌犻犮犽狉犲狏犻犲狑狆狉犲狊犲狀狋犪狋犻狅狀狊狑犻犾犾犺犲犾狆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狋犺狉狅狌犵犺狅狌狋狋犺犲狔犲犪狉．犜犺犲狔犮犪狀

狌狊犲狋犺犲犿犳狅狉狋犺犲犮犺犪狆狋犲狉狋犲狊狋狊，狋犺犲狌狀犻狋狋犲狊狋狊犵犻狏犲狀犲狏犲狉狔６狑犲犲犽狊，狋犺犲犳犻狀犪犾狋犲狊狋狅犳狋犺犲狊犲犿犲狊狋犲狉，

犪狀犱狋犺犲狌犾狋犻犿犪狋犲犃犘犲狓犪犿狋犺犪狋犵狉犪狀狋狊狋犺犲犿犮狅犾犾犲犵犲犮狉犲犱犻狋．



３９３　　 ———

犜犺犲犫犲狊狋狆犪狉狋狅犳狋犺犲狆狉狅犮犲狊狊犻狊狋犺犲犮狅狀犳犻犱犲狀犮犲犻狋犫狌犻犾犱狊犪狊狋犺犲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狉犲犪犾犻狕犲狋犺犲狔犪狉犲犮狉犲犪狋犻狀犵犪

狌狊犲犳狌犾狋狅狅犾狋犺犪狋犻狊犪犮狅狀犮犲狀狋狉犪狋犲犱狑狅狉犾犱犺犻狊狋狅狉狔犾犻犫狉犪狉狔．犜犺犲狔狊狋犻犾犾犺犪狏犲犪犫犻狀犱犲狉狅犳狀狅狋犲狊犪狀犱

犲狊狊犪狔狊狑狉犻狋狋犲狀狋犺狉狅狌犵犺狋犺犲狔犲犪狉，犫狌狋狋犺犲狔犪狉犲犿狅狉犲犾犻犽犲犾狔狋狅犾狅狅犽犪狋狋犺犲犻狉狑狅狉犽犪狀犱狅狋犺犲狉

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狑狅狉犽狋犺犪狋犻狊狏犻狊狌犪犾犪狀犱犪狌犱犻狅．

犜犺犲犈狏犪犾狌犪狋犻狅狀

犛狋狌犱犲狀狋狊犪狉犲狀狅狋犲狏犪犾狌犪狋犲犱犻狀犱犻狏犻犱狌犪犾犾狔狅狀狋犺犻狊狆狉狅犼犲犮狋．犐犼狌犱犵犲狋犺犻狊狑狅狉犽犪狊犪犮狅犿狆犾犲狋犲狋犺犲犿犪狋犻犮

狉犲狏犻犲狑狆狉狅犱狌犮狋．犐犳狋犺犲狑犺狅犾犲犮犾犪狊狊狆狌狋狊狅狌狋犪狆狉狅犱狌犮狋狋犺犪狋犮狅狀狋犪犻狀狊８狏犪犾犻犱狋犺犲犿犲狊犪狀犱犲犪犮犺狅犳

狋犺犲８狋犺犲犿犲狊犺犪狊犪狊狌犿犿犪狉狔，狆犻犮狋狌狉犲狊，狏狅犮犪犫狌犾犪狉狔犪狀犱狇狌犲狊狋犻狅狀狊，狋犺犲狀狋犺犲狑犺狅犾犲犮犾犪狊狊犵犲狋狊１００％

狅犳狋犺犲狆狅犻狀狋狊犳狅狉狋犺犪狋狑犲犲犽狊狉犲狏犻犲狑．犜犺犲狆狉狅犼犲犮狋犻狊狊犮狅狉犲犱狉犪狋犺犲狉犲犪狊狔犪狊犻狋犻狊犿犲犪狀狋狋狅犫犲犾狅狑

狆狉犲狊狊狌狉犲犳狅狉犻狀狊犲犮狌狉犲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犔狅狑狆狉犲狊狊狌狉犲狅狀狋犺犲犵狉犪犱犲犺犲犾狆狊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犵犲狋狅狏犲狉狋犺犲犻狉犳犲犪狉狋狅

犱犻狊犮狌狊狊犻犱犲犪狊狋犺犲狔犱狅狀狅狋犳狌犾犾狔狌狀犱犲狉狊狋犪狀犱．犅狌狋，狋犺犲狉犲犻狊犺犻犵犺狆狉犲狊狊狌狉犲狅狀犺犪狏犻狀犵狋狅狆狉狅犱狌犮犲

狊狅犿犲狋犺犻狀犵犳狅狉狋犺犲犵狅狅犱狅犳狋犺犲狑犺狅犾犲！犜犺犲犺犻犵犺犲狉犵狉狅狌狆狆狉犲狊狊狌狉犲犿犪犽犲狊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狉犲犪犾犻狕犲狋犺犲狔犪狉犲

狀狅狋犪犾狅狀犲犪狀犱狅狋犺犲狉狊犱犲狆犲狀犱狅狀狋犺犲犿．犐犮犪犾犾狋犺犻狊狋犺犲犮狅犿狆犪狀狔犿犲狋犺狅犱狅犳犵狉犪犱犻狀犵．犉狅狉犲狓犪犿狆犾犲，

犻犳犪犮犪狉犮狅犿狆犪狀狔犺犪狊犪犱犻狏犻狊犻狅狀狋犺犪狋犳犪犻犾狊狋狅狆狌狋狅狀狋犺犲狑犺犲犲犾狊狅犳狋犺犲犮犪狉，犲狏犲狉狔狅狀犲犲犾狊犲狊狑狅狉犽犻狊

犻狀狏犪犻狀．

犛狋狌犱犲狀狋狊狀犲犲犱狋狅狉犲犪犾犻狕犲狋犺犪狋狑犺犻犾犲狋犺犲狔犪狉犲犻狀狊狋狉犻犮狋犮狅犿狆犲狋犻狋犻狅狀狅狀狋犺犲犻狉犻狀犱犻狏犻犱狌犪犾狋犲狊狋

狆犲狉犳狅狉犿犪狀犮犲，狑犲犺犲犾狆犲犪犮犺狅狋犺犲狉犾犲犪狉狀狋犺犻狊狏犪狊狋犪犿狅狌狀狋狅犳犺犻狊狋狅狉狔．犐狀犃犿犲狉犻犮犪狋犺犲狉犲犪狊狅狀犿狅狊狋

狑狅狉犽犲狉狊犪狉犲犳犻狉犲犱犻狊狋犺犲犻狉犻狀犪犫犻犾犻狋狔狋狅狉犲犾犪狋犲狋狅狋犺犲犻狉犳犲犾犾狅狑狑狅狉犽犲狉狊犪狀犱狆狌犾犾狋狅犵犲狋犺犲狉犪狊犪狋犲犪犿，

狔犲狋狋犺犲犲犱狌犮犪狋犻狅狀狊狔狊狋犲犿犱狅犲狊狀狅狋犪犾犾狅狑犳狅狉狋犺犻狊犲狓狆狉犲狊狊犻狅狀狅犳犮犻狏犻犮犪狀犱犵狉狅狌狆狋犺犻狀犽．犐狀狋犺犲犲狀犱，

狋犺犲狔狑犻犾犾犫犲犮狅狀狀犲犮狋犲犱狋狅犪犫犻犵犵犲狉狊狅犮犻犲狋狔狅狉犮狅犿狆犪狀狔犲犳犳狅狉狋犪狀犱狋犺犲狔狀犲犲犱狋狅狆狉狅犫犾犲犿狊狅犾狏犲犻狀

犵狉狅狌狆狊．

犜狑狅狅狌狋犮狅犿犲狊犲狓犻狊狋犳狅狉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狑犺狅犱狅狀狅狋犱狅狋犺犲犻狉狑狅狉犽．犐犳狋犺犲狊犿犪犾犾犲狉，４狆犲狉狊狅狀犵狉狅狌狆犳犲犲犾狊

狊狅犿犲狅狀犲犺犪狊狌狀犱犲狉狆犲狉犳狅狉犿犲犱２狑犲犲犽狊犻狀犪狉狅狑，狋犺犲狅狋犺犲狉３狆犲狅狆犾犲犮犪狀犳犻狉犲狋犺犲狆犲狉狊狅狀犪狀犱犱狅

狋犺犲狊犪犿犲犪犿狅狌狀狋狅犳狑狅狉犽狑犻狋犺狅狌狋狋犺犪狋狆犲狉狊狅狀．犜犺犲狊狋狌犱犲狀狋狑犺狅犺犪狊犫犲犲狀犳犻狉犲犱犿狌狊狋狋犺犲狀犪狋狋犲狀犱

犲狓狋狉犪犮狉犲犱犻狋狊犲狊狊犻狅狀狊狋狅犿犪犽犲狌狆狋犺犲犮狉犲犱犻狋狋犺犲狔犿犻狊狊犲犱犫狔狀狅狋狆犪狉狋犻犮犻狆犪狋犻狀犵．犜犺犻狊狆狌狀犻狊犺犿犲狀狋

犾犪狊狋狊犳狅狉狋犺犲狉犲狊狋狅犳犪犵狉犪犱犻狀犵狆犲狉犻狅犱（犳狉狅犿１—６狑犲犲犽狊犱犲狆犲狀犱犻狀犵狅狀狑犺犲狀狋犺犲狔狑犲狉犲犳犻狉犲犱）．犐犳

犪狊犿犪犾犾犵狉狅狌狆狅犳４犳犪犻犾狊狋狅狆犲狉犳狅狉犿狋犺犲犻狉狋犪狊犽，狉犲犵犪狉犱犾犲狊狊狅犳狑犺狅犻狊犪狋犳犪狌犾狋，狋犺犲狑犺狅犾犲犮犾犪狊狊

狊狌犳犳犲狉狊狋犺犲犾狅狊狊狅犳狅狆狆狅狉狋狌狀犻狋狔犳狅狉狆狅犻狀狋狊．犜犺犪狋犻狊，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犻狀狋犺犲犮犾犪狊狊犪狉犲犪狑犪狉犱犲犱狀狅狆狅犻狀狋狊犫狌狋

犻狋犻狊犪狊犻犳狋犺犲犪狊狊犻犵狀犿犲狀狋犱犻犱狀狅狋犲狓犻狊狋．犜犺犪狋狑犪狔狀狅狅狀犲犻狊狆狌狀犻狊犺犲犱犫狌狋犪犾犾狊狌犳犳犲狉狋犺犲犾狅狊狊狅犳

狆狅狋犲狀狋犻犪犾狆狅犻狀狋狊．犐犺犪狏犲狋狅犲狓狆犾犪犻狀狋狅狋犺犲犮犾犪狊狊狋犺犪狋犻狀狅狌狉犮犪狊犲狋犺犲犽狀狅狑犾犲犱犵犲犵犲狀犲狉犪狋犲犱犻狀狋犺犲

狊犿犪犾犾犵狉狅狌狆狊犮犪狀狀狅狋犫犲狋犪犽犲狀犪狑犪狔，狊狅犻狋犻狊狀狅狋犪狊犻犳狋犺犲狉犲犻狊狀狅犫犲狀犲犳犻狋．犎狅狑犲狏犲狉，狋犺犲狆狉狅犱狌犮狋

狊狌犳犳犲狉狊犪狊犻狋犻狊犻狀犮狅犿狆犾犲狋犲；犾犻犽犲犪犳犪犮狋狅狉狔狋犺犪狋犺犪狊狋狅狊犺狌狋犱狅狑狀犳狅狉狉犲狋狅狅犾犻狀犵狑犺犲狀犪狆狉狅犱狌犮狋犺犪狊



——— ３９４　　

狋狅犫犲狉犲犮犪犾犾犲犱．犔犻犽犲狅狌狉犮犪狉狑犻狋犺狀狅狑犺犲犲犾狊犲狓犪犿狆犾犲．

犕狔犚犲犳犾犲犮狋犻狅狀

犐犮狅狌犾犱狀犲狏犲狉狋犲犪犮犺１６０狊狋狌犱犲狀狋狊１０，０００狔犲犪狉狊狅犳狑狅狉犾犱犺犻狊狋狅狉狔狑犻狋犺狅狌狋狋犺犲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犪犮狋犻狏犲

狆犪狉狋犻犮犻狆犪狋犻狅狀．

犜犺犻狊犿犲狋犺狅犱狅犳狋犲犪犮犺犻狀犵犻狊犮犪犾犾犲犱犚犲犮犻狆狉狅犮犪犾犜犲犪犮犺犻狀犵．犐狋犻狊狆狅狆狌犾犪狉犳狅狉犵狉狅狌狆狆狉狅犼犲犮狋狊犪狀犱

犻狀狏狅犾狏犲狊狊犲狏犲狉犪犾犿犲狋犺狅犱狊狅犳犲狏犪犾狌犪狋犻狅狀．犐犾犻犽犲狋狅狌狊犲犻狋狑犻狋犺犺犻犵犺犾狔犿狅狋犻狏犪狋犲犱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犪狊犻狋犻狊

狌狊狌犪犾犾狔狊狌犮犮犲狊狊犳狌犾．犐狋犺犻狀犽狑犻狋犺狋犺犲狉犻犵犺狋犻狀狏狅犾狏犲犿犲狀狋狅犳狋犲犮犺狀狅犾狅犵狔犪狀犱犾狅狑犲狉犲犱犲狓狆犲犮狋犪狋犻狅狀狊犻狋

狑狅狌犾犱犫犲狊狌犮犮犲狊狊犳狌犾狑犻狋犺狌狀犿狅狋犻狏犪狋犲犱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犪狊狑犲犾犾．犐犺犪狏犲狌狊犲犱狋犺犻狊犿犲狋犺狅犱狑犻狋犺犾狅狑犾犲狏犲犾

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狑犻狋犺犿犻狓犲犱狊狌犮犮犲狊狊．犛狋狌犱犲狀狋狊犿狅狊狋犪犾狑犪狔狊狑犪狀狋狋狅犫犲犻狀犮犺犪狉犵犲狅犳狋犺犲犻狉犵狉犪犱犲犪狀犱狋犻犿犲

犻狀犪狀犱狅狌狋狅犳狋犺犲犮犾犪狊狊狉狅狅犿．犚犲犮犻狆狉狅犮犪犾犜犲犪犮犺犻狀犵狊犪狔狊；“犎犲狉犲犻狊狋犺犲犿犪狋犲狉犻犪犾犾犲犪狉狀犻狋犪狀犱狋犲犪犮犺

犻狋．．．”，犫狌狋狋犺犪狋犻狊狀狅狋犲狀狅狌犵犺犳狅狉狋犺犲狊狋狌犱犲狀狋狑犻狋犺犾犲犪狉狀犻狀犵犱犻狊犪犫犻犾犻狋犻犲狊狅狉狅狋犺犲狉犲犿狅狋犻狅狀犪犾狅狉

犳犻狀犪狀犮犻犪犾犻狊狊狌犲狊狋狅犮狅狀狋犲狀犱狑犻狋犺，狊狅犱犻狊犮狌狊狊犻狅狀狊犪犫狅狌狋犵狉狅狌狆犱狔狀犪犿犻犮狊犪狀犱狆狉狅犫犾犲犿狊狅犾狏犻狀犵犿狌狊狋

犪狉犻狊犲，犫狌狋狋犺犪狋犻狊狋狉狌犲犻狀犪犾犾犵狉狅狌狆狑狅狉犽犪犮狋犻狏犻狋犻犲狊．

犃狊犐狊犪犻犱，犐犺犪狏犲狌狊犲犱狋犺犲犿犲狋犺狅犱犻狀犪狏犪狉犻犲狋狔狅犳狑犪狔狊狋狅犵犲狋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狋犪犾犽犻狀犵犪犫狅狌狋狋犺犲犻狉

犾犲犪狉狀犻狀犵．犜犺犲狉犲犻狊犪犫犻犵犲犱狌犮犪狋犻狅狀犪犾狆狌狊犺犻狀狋犺犲犝犛犃狋狅犿犪犽犲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犿狅狉犲犮狅犵狀犻狕犪狀狋狅犳狋犺犲犻狉

狋犺狅狌犵犺狋狆狉狅犮犲狊狊犪狀犱狋狅犱犻狊犮狌狊狊犾犲犪狉狀犻狀犵犿犪狋犲狉犻犪犾狊狅狋犺犲狔犿犪犽犲犫犲狋狋犲狉犱犲犮犻狊犻狅狀狊狑犺犲狀狊狋狌犱狔犻狀犵狅狉

狆狌狉狊狌犻狀犵犵狅犪犾狊．犠犲犮犪犾犾狋犺犻狊犃犮犪犱犲犿犻犮犔犻狋犲狉犪犮狔．犐犳犲犲犾狋犺犲犿狅狉犲犲狓狆狅狊狌狉犲狋狅狋犺犲狑犪狔狅狋犺犲狉

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狋犺犻狀犽犻狊犻犿狆狅狉狋犪狀狋狋狅犫狌犻犾犱犻狀犵狋犲犪犿狑狅狉犽，狊狅犮犻犪犾狊犽犻犾犾狊犪狀犱犻狀狋犺犲犲狀犱狋狅犿犪犽犲狊狋狌犱犲狀狋狊

犪狑犪狉犲狅犳狑犺犪狋狋犺犲狔犽狀狅狑犪狀犱犱狅狀狋犽狀狅狑狋犺狉狅狌犵犺犲狓狆狉犲狊狊犻狅狀犪狀犱狊犲犾犳狉犲犳犾犲犮狋犻狅狀．

犇狅犲狊狋犺犲犪犮狋犻狏犻狋狔犺犲犾狆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犾犲犪狉狀犿狅狉犲犺犻狊狋狅狉狔？犆犾犲犪狉犾狔犻犳犐犺犪犱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犿犲犿狅狉犻狕犲犳犪犮狋狊狋犺犲狔

犮狅狌犾犱狆狅狊狊犻犫犾狔狉犲犪狊狅狀狅狌狋犺狅狑狋犺狅狊犲犳犪犮狋狊狋犻犲狋狅犵犲狋犺犲狉犪狀犱犱狅狑犲犾犾狅狀犪犾犪狌狀犱狉狔犾犻狊狋狅犳狇狌犲狊狋犻狅狀狊，

犫狌狋狅狌狉犮狅犾犾犲犵犲狊狑犪狀狋狋狅狊犲犲犺犻狊狋狅狉犻犮犪犾狋犺犻狀犽犻狀犵犪狀犱犲狏犪犾狌犪狋犻狅狀．犜犺犲狆狉狅犮犲狊狊狅犳狑狅狉犽犻狀犵犪狀犱

犿犪狀犻狆狌犾犪狋犻狀犵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犺犲犾狆狊狋犺犲狊狋狌犱犲狀狋犱狅狋犺犪狋．犜犺犲狔犪狉犲犻狀狋犲犾犾犲犮狋狌犪犾犾狔狏犲狉狔犮犾狌犿狊狔犪狋１４—

１５狔犲犪狉狊狅犳犪犵犲犪狀犱犿犪狀狔犪狉犲犫犲狋狋犲狉狊狌犻狋犲犱狋狅犲犱狌犮犪狋犻狅狀犫狔犿犲犿狅狉犻狕犪狋犻狅狀犪狋狋犺犪狋犪犵犲．犅狌狋狋犺犪狋

犱犲狀犻犲狊狋犺犲犪犫犻犾犻狋犻犲狊狅犳狅狋犺犲狉狊狋犺犪狋犺犪狏犲狆狉狅犵狉犲狊狊犲犱犫犲狔狅狀犱狊犻犿狆犾犲狉犲犮狅犵狀犻狋犻狅狀犪狀犱犪狆狆犾犻犮犪狋犻狅狀．

犅狔犺犪狏犻狀犵狋狅犱犻狊犮狌狊狊犻狀狊犿犪犾犾犵狉狅狌狆狊犪狀犱狋犺犲狀犲狓狆犾犪犻狀狅狀犲狋犺犲犿犪狋犻犮犻狊狊狌犲狋狅犪犮犾犪狊狊，犻狋犺狅犾犱狊狋犺犲

狊狋狌犱犲狀狋犪犮犮狅狌狀狋犪犫犾犲犳狅狉犪狋犾犲犪狊狋狊狋狌犱狔犻狀犵狑犻狋犺犱犲犲狆犻狀狋犲狀狋狅狀犲犪狊狆犲犮狋狅犳犪犮犻狏犻犾犻狕犪狋犻狅狀犪狀犱

狉犲犪犾犻狕犻狀犵狋犺犪狋犪狊狆犲犮狋犮狅狀狀犲犮狋狊狋狅狅狋犺犲狉狊．犜犺犪狋犻狊狋犺犲犻狀狋犲狀狋狅犳狋犺犲狆狉犲狊犲狀狋犪狋犻狅狀犪狀犱狌狊犻狀犵

犚犲犮犻狆狉狅犮犪犾犜犲犪犮犺犻狀犵狋狅犵犲狋狋犺犲狉犲犺狅犾犱狊狋犺犲狊狋狌犱犲狀狋犪犮犮狅狌狀狋犪犫犾犲犳狅狉狆犾犪狔犻狀犵犪狆犪狉狋犻狀狋犺犲犻狉

犲犱狌犮犪狋犻狅狀犪狀犱狋犺犲犲狓狆狉犲狊狊犻狅狀狅犳狋犺犪狋犽狀狅狑犾犲犱犵犲狋狅狅狋犺犲狉狊犳狅狉犪犵狉狅狌狆犫犲狀犲犳犻狋．犐狋狆狌狊犺犲狊狋犺犲犽犻犱狊

狋狅犪犮狇狌犻狉犲犪狀犱狌狊犲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犳狅狉犪犺犻犵犺犲狉狆狌狉狆狅狊犲狋犺犪狀犪犮狅狉狉犲犮狋狉犲犮犻狋犪狋犻狅狀狅犳狋犺犲犳犪犮狋狊．犜犺犲狊犲

狋犺犲犿犲狊狋犺犲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犪狉犲狉犲狊狆狅狀狊犻犫犾犲犳狅狉犪狉犲狀狅狋犪狆狆犪狉犲狀狋犻狀犲狏犲狉狔犮犺犪狆狋犲狉．犜犺犲狔狉犲狇狌犻狉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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犱犻狊犮狌狊狊犻狅狀犪狀犱犪狀犪犾狔狊犻狊犪狀犱犻狀狋犺犲犲狀犱犲狏犪犾狌犪狋犻狅狀犪狀犱狊狔狀狋犺犲狊犻狊狅犳狋犺犪狋犱犻狊犮狌狊狊犻狅狀犻狀狋狅犪犳犻狀犪犾

狆狉狅犱狌犮狋．

犜犺犲狊犲犪狅犳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狋犺犪狋犪狑犪犻狋狊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犻狊狀狅狋犾犻犿犻狋犲犱狋狅犺犻狊狋狅狉狔．犜犺犲狔狑犻犾犾犺犪狏犲狋狅狀犪狏犻犵犪狋犲

犪狀犪犾狔狋犻犮犪犾狊犽犻犾犾狊犻狀犲狏犲狉狔狊狌犫犼犲犮狋．犜犺犲狌狊犲狅犳犚犲犮犻狆狉狅犮犪犾犜犲犪犮犺犻狀犵犪狀犱狋犲犮犺狀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狆狉犲狊犲狀狋犪狋犻狅狀

狅犳狋犺犲犻狉犽狀狅狑犾犲犱犵犲犾犲犪犱狊狋狅犪狑犲犾犾狉狅狌狀犱犲犱狊狋狌犱犲狀狋狑犺狅犮犪狀犲狏犲狀狋狌犪犾犾狔犾犲犪狉狀犪犮狅狀犮犲狆狋，犱犻狊犮狌狊狊

犻狋，狆狉犲狊犲狀狋犻狋犪狀犱犾犲犪狉狀犳狉狅犿狅狋犺犲狉狊．

lmno
犇犪犾犲犌狉犻犲狆犲狀狊狋狉狅犺：

犜犲犪犮犺犲狉犆犺狌犾犪犞犻狊狋犪犎犻犵犺犛犮犺狅狅犾，犆犪犾犻犳狅狉狀犻犪，犝犛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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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小型学术图书馆创建合作性的图

书编目项目

□ efg·hij

!"#论文简要描述了电子文件
格式和图书编目实践两种不同合

作组织形式的简要历史背景，以

及他们的标准操作案例。同时，

让图书管理员理解对于成功的合

作组织或项目的本质和要求有重

要意义。

途径：通过创建一种基于作

者组织和领导的图书编目实践的

合作型的图书馆网络项目，简短

地概述了美国两种图书馆合作组

织。参考书目提供了更为详细的

信息源以及基本概述。

研究限制：本文不会很全面地

介绍有关于图书馆合作组织的历

史，参考书目也不会提供有关于这

个课题的非常详细的参考信息。

实践价值：引导那些小型的

具有预算限制的小图书馆参与到

图书馆合作组织中来，可以很好

地帮助它们发展进入２１世纪。

只有全体成员都奉献的时候图书

馆合作组织才能够存留。对图书

馆员进行标准实践方面的培训可

以使他们投身于合作组织中去。

犜狉犪犻狀犻狀犵犾犻犫狉犪狉犻犪狀狊犻狀狋犺犲狌狊犲狅犳狊狋犪狀犱犪狉犱狆狉犪犮狋犻犮犲狊犪犾犾狅狑狊狋犺犲犿

狋狅犮狅狀狋狉犻犫狌狋犲狋狅狋犺犲犮狅狅狆犲狉犪狋犻狏犲狅狉犵犪狀犻狕犪狋犻狅狀犻狀犪犿犲犪狀犻狀犵犳狌犾

犿犪狀狀犲狉．

犃狆犪狆犲狉狊狌犫犿犻狋狋犲犱狋狅狋犺犲５狋犺犐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犆狅狀犳犲狉犲狀犮犲狅狀

犐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犜犲犮犺狀狅犾狅犵狔犻狀犈犱狌犮犪狋犻狅狀，犔犻犫狉犪狉犻犲狊犪狊犮狅犿犿狌狀犻狋狔

犲犱狌犮犪狋犻狅狀犮犲狀狋犲狉狊．

犛狋犲狏犲狀犇狌狀犾犪狆犺犪狊狑狅狉犽犲犱犪狊犪狉犲犳犲狉犲狀犮犲犾犻犫狉犪狉犻犪狀，犱犻狊狋犪狀犮犲

犲犱狌犮犪狋犻狅狀犾犻犫狉犪狉犻犪狀犪狀犱犮犪狋犪犾狅犵犲狉犫犲犳狅狉犲犪犮犮犲狆狋犻狀犵犪狆狉狅犿狅狋犻狅狀狋狅

犺犲犪犱狋犺犲犜犲犮犺狀犻犮犪犾犛犲狉狏犻犮犲狊犇犲狆犪狉狋犿犲狀狋犻狀狋犺犲犔犻犫狉犪狉狔犪狋犌狅犾犱犲狀

犌犪狋犲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狑犺犲狉犲犺犲犺犪狊狑狅狉犽犲犱狊犻狀犮犲１９８９．犎犲犺犪狊狊犲狉狏犲犱

狅狀狋犺犲犅狅犪狉犱狅犳犇犻狉犲犮狋狅狉狊狅犳狋犺犲犛狋犪狋犲狑犻犱犲犆犪犾犻犳狅狉狀犻犪犈犾犲犮狋狉狅狀犻犮

犔犻犫狉犪狉犻犲狊犆狅狀狊狅狉狋犻狌犿（犛犆犈犔犆）犪狊狑犲犾犾犪狊狅狀狋犺犲犫狅犪狉犱狅犳犅犪狔犖犲狋，

犪狉犲犵犻狅狀犪犾犾犻犫狉犪狉狔犪狊狊狅犮犻犪狋犻狅狀．犕狅狊狋狉犲犮犲狀狋犾狔犺犲狅狉犵犪狀犻狕犲犱犪狀

狅狀犵狅犻狀犵犮狅狅狆犲狉犪狋犻狏犲狆狉狅犼犲犮狋狋狅犪犾犾狅狑狋犺犲犾犻犫狉犪狉犻犲狊狅犳狊犿犪犾犾，狆狉犻狏犪狋犲

犪犮犪犱犲犿犻犮犻狀狊狋犻狋狌狋犻狅狀狊狋狅狆犪狉狋犻犮犻狆犪狋犲犻狀狋犺犲犝．犛．犔犻犫狉犪狉狔狅犳犆狅狀犵狉犲狊狊

犘狉狅犵狉犪犿犳狅狉犆狅狅狆犲狉犪狋犻狏犲犆犪狋犪犾狅犵犻狀犵．

犛狋犲狏犲狀犵狉犪犱狌犪狋犲犱犳狉狅犿 狋犺犲犛犮犺狅狅犾狅犳犔犻犫狉犪狉狔犛犲狉狏犻犮犲狅犳

犆狅犾狌犿犫犻犪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犻狀犖犲狑犢狅狉犽犆犻狋狔犻狀１９８６．犐狀犪犱犱犻狋犻狅狀狋狅

犌狅犾犱犲狀 犌犪狋犲 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犺犲犺犪狊狑狅狉犽犲犱犪狋狋犺犲 犚犲狊犲犪狉犮犺

犔犻犫狉犪狉犻犲狊狅犳狋犺犲犖犲狑犢狅狉犽犘狌犫犾犻犮犔犻犫狉犪狉狔，犃狆狆犾犲犆狅犿狆狌狋犲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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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目，联合，合作组织，
美国国会图书馆，犕犪狉犮，犗犆犔犆，

命名合作组织，合作编目项目，加

州电子图书馆联盟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犅犪犮犽犵狉狅狌狀犱，犫狉犻犲犳犺犻狊狋狅狉狔
狅犳狋狑狅狋狔狆犲狊狅犳犮狅狅狆犲狉犪狋犻狏犲狅狉犵犪狀犻狕犪

狋犻狅狀狊，犪狀犱狋狑狅犲狓犪犿狆犾犲狊狅犳狋狔狆犲狊狅犳

狊狋犪狀犱犪狉犱狊：狅狀犲犲犾犲犮狋狉狅狀犻犮犳犻犾犲犳狅狉犿犪狋

犪狀犱狅狀犲犮犪狋犪犾狅犵犻狀犵狆狉犪犮狋犻犮犲．犘狉狅狏犻犱犲

犾犻犫狉犪狉犻犪狀狊狑犻狋犺犪狀狌狀犱犲狉狊狋犪狀犱犻狀犵狅犳

狋犺犲狀犪狋狌狉犲狅犳犪狀犱狋犺犲狉犲狇狌犻狉犲犿犲狀狋狊

犳狅狉犪狊狌犮犮犲狊狊犳狌犾犮狅狅狆犲狉犪狋犻狏犲狅狉犵犪狀犻狕犪

狋犻狅狀狅狉狆狉狅犼犲犮狋．

犃狆狆狉狅犪犮犺：犪狏犲狉狔犫狉犻犲犳狅狏犲狉狏犻犲狑狅犳

狋犺犲犺犻狊狋狅狉狔狅犳狋狑狅犾犻犫狉犪狉狔犮狅狅狆犲狉犪狋犻狏犲

狅狉犵犪狀犻狕犪狋犻狅狀狊犻狀狋犺犲犝狀犻狋犲犱犛狋犪狋犲狊犳狅犾

犾狅狑犲犱犫狔犪犮犪狊犲狊狋狌犱狔狅犳狋犺犲犮狉犲犪狋犻狅狀

狅犳犪犮狅狅狆犲狉犪狋犻狏犲犾犻犫狉犪狉狔狀犲狋狑狅狉犽犻狀犵

狆狉狅犼犲犮狋狉犲犾犪狋犻狀犵狋狅狊狋犪狀犱犪狉犱犻狕犲犱犮犪狋犪

犾狅犵犻狀犵狆狉犪犮狋犻犮犲狊狑犺犻犮犺狋犺犲犪狌狋犺狅狉狅狉

犵犪狀犻狕犲犱犪狀犱犾犲犱．犃犫犻犫犾犻狅犵狉犪狆犺狔狑犻犾犾

狆狉狅狏犻犱犲狊狅狌狉犮犲狊狅犳犿狅狉犲犱犲狋犪犻犾犲犱犻狀

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犪狊狑犲犾犾犪狊狋犺犲犫犪狊犻狊狅犳狋犺犲

狅狏犲狉狏犻犲狑．

犚犲狊犲犪狉犮犺犾犻犿犻狋犪狋犻狅狀：犜犺犲 狆犪狆犲狉

狑犻犾犾狀狅狋犵犻狏犲犪犮狅犿狆狉犲犺犲狀狊犻狏犲犺犻狊

狋狅狉狔狅犳犾犻犫狉犪狉狔犮狅狅狆犲狉犪狋犻狏犲狅狉犵犪狀犻

狕犪狋犻狅狀狊狅狉狊狋犪狀犱犪狉犱狊，狀狅狉狑犻犾犾狋犺犲

犫犻犫犾犻狅犵狉犪狆犺狔狆狉狅狏犻犱犲狉犲犳犲狉犲狀犮犲狊狋狅

犺犻犵犺犾狔犱犲狋犪犻犾犲犱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狅狀狋犺犻狊

狊狌犫犼犲犮狋．

犘狉犪犮狋犻犮犪犾犻犿狆犾犻犮犪狋犻狅狀狊／狏犪犾狌犲：犉狅狉

狊犿犪犾犾犾犻犫狉犪狉犻犲狊狑犻狋犺犾犻犿犻狋犲犱犫狌犱犵犲狋狊

狆犪狉狋犻犮犻狆犪狋犻狅狀犻狀犮狅狅狆犲狉犪狋犻狏犲狅狉犵犪狀犻

狕犪狋犻狅狀狊犵狉犲犪狋犾狔犺犲犾狆狊狋狅犫狉犻狀犵狋犺犲犿

犻狀狋狅狋犺犲２１狊狋犮犲狀狋狌狉狔．犔犻犫狉犪狉狔犆狅

狅狆犲狉犪狋犻狏犲狅狉犵犪狀犻狕犪狋犻狅狀狊犮犪狀狅狀犾狔犲狓犻狊狋

狑犺犲狀犪犾犾犿犲犿犫犲狉狊犮狅狀狋狉犻犫狌狋犲．犜狉犪犻狀

犻狀犵犾犻犫狉犪狉犻犪狀狊犻狀狋犺犲狌狊犲狅犳狊狋犪狀犱犪狉犱

狆狉犪犮狋犻犮犲狊犪犾犾狅狑狊狋犺犲犿狋狅犮狅狀狋狉犻犫狌狋犲狋狅

狋犺犲犮狅狅狆犲狉犪狋犻狏犲 狅狉犵犪狀犻狕犪狋犻狅狀犻狀 犪

犿犲犪狀犻狀犵犳狌犾犿犪狀狀犲狉．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犮犪狋犪犾狅犵犻狀犵，犮狅狀狊狅狉狋犻狌犿，

犮狅狅狆犲狉犪狋犻狏犲狅狉犵犪狀犻狕犪狋犻狅狀狊，犔犻犫狉犪狉狔
狅犳犆狅狀犵狉犲狊狊，犕犃犚犆，犗犆犔犆犗狀

犾犻狀犲 犆狅犿狆狌狋犲狉 犔犻犫狉犪狉狔 犆犲狀狋犲狉，

犖犪犿犲犃狌狋犺狅狉犻狋狔犆狅狅狆犲狉犪狋犻狏犲犗狉

犵犪狀犻狕犪狋犻狅狀犖犃犆犗，犘狉狅犼犲犮狋犳狅狉犆狅

狅狆犲狉犪狋犻狏犲犆犪狋犪犾狅犵犻狀犵犘犆犆，犛狋犪狋犲

狑犻犱犲犆犪犾犻犳狅狉狀犻犪犈犾犲犮狋狉狅狀犻犮犔犻犫狉犪狉

犻犲狊犆狅狀狊狅狉狋犻狌犿犛犆犈犔犆．

犆犺犲狏狉狅狀犆狅狉狆．，狋犺犲犛犪狀犑狅狊犲犘狌犫犾犻犮犔犻犫狉犪狉狔，犪狀犱狋犺犲犛犪狀

犉狉犪狀犮犻狊犮狅犘狌犫犾犻犮犔犻犫狉犪狉狔．犎犲狊狋狌犱犻犲狊犳狅狉犲犻犵狀犾犪狀犵狌犪犵犲狊犪狊犪

犺狅犫犫狔，狊狆犲犪犽犻狀犵狅狉狉犲犪犱犻狀犵犚狌狊狊犻犪狀，犛狆犪狀犻狊犺，犆犪狀狋狅狀犲狊犲，犪狀犱

犕犪狀犱犪狉犻狀．犎犲犮犪狀狊狆犲犪犽犪犳犲狑狑狅狉犱狊狅犳犝狕犫犲犽犪狀犱犌犲狉犿犪狀．

犜犺犲犿犲６狅犳狋犺犻狊犮狅狀犳犲狉犲狀犮犲狋犲犾犾狊狌狊狋犺犪狋“犖犲狋狑狅狉犽犻狀犵犪狀犱

犮狅犾犾犪犫狅狉犪狋犻狅狀犫犲狋狑犲犲狀犾犻犫狉犪狉犻犲狊犪狀犱／狅狉狅狋犺犲狉狅狉犵犪狀犻狕犪狋犻狅狀狊犪狉犲

犻犿狆狅狉狋犪狀狋犳狅狉狋犺狅狊犲狑犻狋犺犾犻犿犻狋犲犱狉犲狊狅狌狉犮犲狊犪狀犱犽狀狅狑犾犲犱犵犲犫犪狊犲

犻狀狉狌狉犪犾犪狉犲犪狊．犖狅狑犺犲狉犲犻狊狋犺犻狊犿狅狉犲狋狉狌犲狋犺犪狀犻狀犆犺犻狀犪，狑犺犲狉犲

狉狌狉犪犾犾犻犫狉犪狉犻犲狊犪狉犲犳犪狉犫犲犺犻狀犱狋犺犲犻狉犮狅狌狀狋犲狉狆犪狉狋狊犻狀犫犻犵犮犻狋犻犲狊．”

犜犺犲犾犪狉犵犲狊狋犾犻犫狉犪狉狔犮狅狅狆犲狉犪狋犻狏犲狅狉犵犪狀犻狕犪狋犻狅狀犻狀狋犺犲狑狅狉犾犱，

犗犆犔犆，狊狋犪狉狋犲犱犻狀犪狉狌狉犪犾狆犪狉狋狅犳狋犺犲犝狀犻狋犲犱犛狋犪狋犲狊狑犻狋犺犿狅狊狋犾狔

狊犿犪犾犾犪犮犪犱犲犿犻犮犾犻犫狉犪狉犻犲狊．犗狉犻犵犻狀犪犾犾狔狋犺犲犾犲狋狋犲狉狊狊狋狅狅犱犳狅狉“犗犺犻狅

犆狅犾犾犲犵犲犔犻犫狉犪狉狔犆犲狀狋犲狉．”犜犺犲狉犲犪狊狅狀犳狅狉犮狅犿狆狌狋犲狉犻狕犻狀犵狋犺犲

犮犪狋犪犾狅犵狊狅犳狅狏犲狉２０犪犮犪犱犲犿犻犮犾犻犫狉犪狉犻犲狊犮犪犿犲犳狉狅犿狋犺犲狀犲犲犱狋狅

犮狅狀狋狉狅犾狉犻狊犻狀犵犮狅狊狋狊犫狔狊犺犪狉犻狀犵犮犪狋犪犾狅犵犻狀犵．犕犲狉犵犻狀犵犪犾犾狋犺犲

犾犻犫狉犪狉狔犮犪狋犪犾狅犵狊犻狀犪犮犲狀狋狉犪犾犮狅犿狆狌狋犲狉犻狕犲犱狊狔狊狋犲犿 狔犻犲犾犱犲犱

犻犿犿犲犱犻犪狋犲狉犲狊狌犾狋狊．犉狅狉狅狀犲犲狓犪犿狆犾犲：“犜犺犲犳犻狉狊狋狔犲犪狉犻狋狌狊犲犱狋犺犲

狊犺犪狉犲犱犮犪狋犪犾狅犵犻狀犵狊狔狊狋犲犿，犗犺犻狅 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犻狀犮狉犲犪狊犲犱狋犺犲

狀狌犿犫犲狉狅犳犫狅狅犽狊犻狋犮犪狋犪犾狅犵犲犱犫狔３３％ 狑犺犻犾犲狉犲犱狌犮犻狀犵犻狋狊狊狋犪犳犳

犫狔１７狆狅狊犻狋犻狅狀狊狋犺狉狅狌犵犺犪狋狋狉犻狋犻狅狀．”

（犺狋狋狆：／／狑狑狑．狅犮犾犮．狅狉犵／犪犫狅狌狋／犺犻狊狋狅狉狔／犫犲犵犻狀狀犻狀犵．犺狋犿）．犃狀犱

狋犺犪狋狊狅狀犾狔狅狀犲犾犻犫狉犪狉狔．

犜犺犲犿狅犱犲犾犳狅狉犮狅狆狔犮犪狋犪犾狅犵犻狀犵狌狋犻犾犻狕犲狊犪狊狔狊狋犲犿狅犳犮犺犪狉犵犲狊犪狀犱

犮狉犲犱犻狋狊：犪犾犻犫狉犪狉狔狆犪狔狊犳狅狉狉犲犮狅狉犱狊狋犺犪狋犻狋狊犮犪狋犪犾狅犵犲狉狊犮狅狆狔（狌狊犲）

犫狌狋狋犺犲犾犻犫狉犪狉狔狑犻犾犾狉犲犮犲犻狏犲犮狉犲犱犻狋狅狀犻狋狊犫犻犾犾犳狅狉犪狀狔狅狉犻犵犻狀犪犾

狉犲犮狅狉犱犻狋犮狅狀狋狉犻犫狌狋犲狊．犜犺犻狊狊狔狊狋犲犿狉犲狇狌犻狉犲狊狇狌犪犾犻狋狔犮狅狀狋狉狅犾犪狀犱

犪犱犺犲狉犲狀犮犲狋狅狊狋犪狀犱犪狉犱狊狅犳犮犪狋犪犾狅犵犻狀犵．犚犲犮狅狉犱狊狋犺犪狋犳犪犻犾狋狅犿犲犲狋

狊狋犪狀犱犪狉犱狊犺犪狏犲狀狅狌狊犲犳狌犾狀犲狊狊狋狅狅狋犺犲狉犾犻犫狉犪狉犻犲狊．犃犾犾狅犳狋犺犻狊

狑狅狉犽犲犱犫犲犮犪狌狊犲犮犪狋犪犾狅犵犲狉狊犳狅犾犾狅狑犲犱狊狋犪狀犱犪狉犱狆狉犪犮狋犻犮犲狊．

犓犲狔狊犳狅狉狊狌犮犮犲狊狊：

●　犗狀犾狔狅狀犲犾犻犫狉犪狉犻犪狀狀犲犲犱狊狋狅犮犪狋犪犾狅犵犪犫狅狅犽，狋犺犲狀犪犾犾

狅狋犺犲狉狊“犮狅狆狔”狋犺犪狋狉犲犮狅狉犱．



——— ３９８　　

●　犛狋犪狀犱犪狉犱犻狕犲犱犮犪狋犪犾狅犵犻狀犵狆狉犪犮狋犻犮犲狊：犱犲狊犮狉犻狆狋犻狅狀，犮犾犪狊狊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狊狌犫犼犲犮狋犺犲犪犱犻狀犵狊犪狀犱

犪狌狋犺狅狉犻狕犲犱犺犲犪犱犻狀犵狊．

●　犗犆犔犆狆狌狉犮犺犪狊犲犱狋犺狉犲犲狅犳犲狏犲狉狔狆犻犲犮犲狅犳犮狅犿狆狌狋犲狉犲狇狌犻狆犿犲狀狋．犠犺犲狀犪犵犻狏犲狀犮狅犿狆狅狀犲狀狋

犫狉狅犽犲，狋犺犲狔犺犪犱狉犲狆犾犪犮犲犿犲狀狋狊狅狀犺犪狀犱犻犳狋犺犲犮狅犿狆犪狀狔狋犺犪狋犿犪狀狌犳犪犮狋狌狉犲犱狋犺犲狆犪狉狋狑犲狀狋

狅狌狋狅犳犫狌狊犻狀犲狊狊．

●　犗犆犔犆犳狅狉犿犲犱犪狊犪犮狅狉狆狅狉犪狋犻狅狀，犿犪犱犲犮狅狅狆犲狉犪狋犻狅狀犿犪狀犱犪狋狅狉狔犻狀犻狋狊犫狔犾犪狑狊．

●　犎犻犵犺犻狀犻狋犻犪犾犮狅狊狋狅犳犮狅犿狆狌狋犲狉狊犪狀犱狀犲狋狑狅狉犽“狆犪犻犱犳狅狉犻狋狊犲犾犳”犻狀狊犪狏犻狀犵狊犪犮犮狉狌犻狀犵狋狅狋犺犻狊

犱犪狔．

●　犆狉犲犱犻狋犳狅狉犮狅狀狋狉犻犫狌狋犻狅狀狊犿狅犱犲犾

●　犛狋犪狀犱犪狉犱犳狅狉犮犪狋犪犾狅犵犻狀犵狉犲犮狅狉犱狊犻狀犿犪犮犺犻狀犲狉犲犪犱犪犫犾犲犳狅狉犿．

（犘犺犻犾犻狆犔．犔狅狀犵，犔犲犮狋狌狉犲犱犲犾犻狏犲狉犲犱犪狋犆狅犾狌犿犫犻犪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犛犮犺狅狅犾狅犳犔犻犫狉犪狉狔犛犲狉狏犻犮犲，犑狌狀犲１１，

１９８６）

犅狉犻犲犳犺犻狊狋狅狉狔狅犳犕犃犚犆犳狅狉犿犪狋．

犐狀狅狉犱犲狉狋狅犺犪狏犲犮犪狋犪犾狅犵犱犪狋犪犻狀犿犪犮犺犻狀犲狉犲犪犱犪犫犾犲犳狅狉犿狑犺犻犮犺犪犾犾犿犲犿犫犲狉狊狅犳犪犮狅狅狆犲狉犪狋犻狏犲

狅狉犵犪狀犻狕犪狋犻狅狀犮犪狀狌狊犲，犪狊狋犪狀犱犪狉犱犳狅狉犲狀犮狅犱犻狀犵狋犺犪狋犱犪狋犪犿狌狊狋犲狓犻狊狋．犈犳犳狅狉狋狊狋狅犮狉犲犪狋犲狊狌犮犺犪

狊狋犪狀犱犪狉犱狊狋犪狉狋犲犱犪狋狋犺犲犔犻犫狉犪狉狔狅犳犆狅狀犵狉犲狊狊犻狀狋犺犲１９５０狊狑犻狋犺狊犲狏犲狉犪犾狊狋狌犱犻犲狊．犜犺犲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犮犲狊犻狀

犮犺犪狉犪犮狋犲狉狊犳狅狉犈狌狉狅狆犲犪狀犾犪狀犵狌犪犵犲狊狆狉犲狊犲狀狋犲犱狋犺犲狆狉犻狀犮犻狆犾犲犮犺犪犾犾犲狀犵犲犳狅狉狋犺犲犱犲狏犲犾狅狆犿犲狀狋狅犳狋犺犲

犕犃犚犆犳狅狉犿犪狋．犃狊犪狉犲狊狌犾狋，犻狋狊犳狅狉犿狌犾犪狋犻狅狀狅犳犪狀犲狓狆犪狀犱犲犱犮犺犪狉犪犮狋犲狉狊犲狋犻狀狋犺犲犿犻犱１９６０狊

犕犃犚犆犳狅狉犿犪狋犱犲狏犲犾狅狆犲狉狊犺犪犱犫狌犻犾狋犻狀狋犺犲犳犾犲狓犻犫犻犾犻狋狔狀犲犲犱犲犱犾犪狋犲狉狅狀犳狅狉犲狀犮狅犱犻狀犵狀狅狀狉狅犿犪狀

犮犺犪狉犪犮狋犲狉狊．犅狔狋犺犲犾犪狋犲１９６０狊犪狌狊犪犫犾犲狏犲狉狊犻狅狀狅犳狋犺犲犕犃犚犆犳狅狉犿犪狋犺犪犱狆犪狊狊犲犱狋犺狉狅狌犵犺狋犲狊狋犻狀犵

犪狀犱犲狏犪犾狌犪狋犻狅狀犫狔犪狊犿犪犾犾犵狉狅狌狆狅犳犾犻犫狉犪狉犻犲狊．［犕狅狉狋犪狕犪犓狅犽犪犫犻，（１９９５），犜犺犲犻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犻狕犪狋犻狅狀

狅犳犕犃犚犆：犘犪狉狋犐：狋犺犲犲犿犲狉犵犲狀犮犲犪狀犱犱犻狏犲狉犵犲狀犮犲狅犳犕犃犚犆，犔犻犫狉犪狉狔犚犲狏犻犲狑，犞狅犾．４４犐狊狊：４狆狆．

２３—２８．］犛犻狀犮犲狋犺犲狋犻犿犲犗犆犔犆犾犪狌狀犮犺犲犱犻狋狊狊犺犪狉犲犱犮犪狋犪犾狅犵犻狀犵狊狔狊狋犲犿，狏犪狉犻狅狌狊犮狅狌狀狋狉犻犲狊犺犪狏犲

犪犱犪狆狋犲犱狋犺犲犕犃犚犆犳狅狉犿犪狋犮狉犲犪狋犻狀犵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狏犲狉狊犻狅狀狊狅犳犕犃犚犆．［犢狌，犢犪狀犵．（２００１）．

犜犺犲犛狋犪狀犱犪狉犱犻狕犪狋犻狅狀狅犳犆犺犻狀犲狊犲犅犻犫犾犻狅犵狉犪狆犺狔．犻狀犐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犔犻犫狉犪狉犻犪狀狊犺犻狆：犮狅狅狆犲狉犪狋犻狅狀犪狀犱

犮狅犾犾犪犫狅狉犪狋犻狅狀．（狆．１５０）．犔犪狀犺犪犿，犕犪狉狔犾犪狀犱：犛犮犪狉狉狅狑．］

犃狌狋犺狅狉犻狋狔狑狅狉犽犻狀犪狊犿犪犾犾犾犻犫狉犪狉狔．

犃狊狋犺犲犎犲犪犱狅犳犜犲犮犺狀犻犮犪犾犛犲狉狏犻犮犲狊犻狀犪狊犿犪犾犾犪犮犪犱犲犿犻犮犾犻犫狉犪狉狔，犐犳狅狌狀犱犿狔狊犲犾犳犻狀犪狊狅犿犲狑犺犪狋

犳狉狌狊狋狉犪狋犻狀犵狊犻狋狌犪狋犻狅狀狉犲犵犪狉犱犻狀犵狀犪犿犲犪狌狋犺狅狉犻狋狔狉犲犮狅狉犱狊，犮犪犾犾犲犱“犖犃犚狊”犫狔犮犪狋犪犾狅犵犲狉狊．犠犲犺犪犱狋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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狆犲狉犳狅狉犿狅狉犻犵犻狀犪犾犮犪狋犪犾狅犵犻狀犵狅狀犿犪狋犲狉犻犪犾狊狅狌狉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犪狀犱犳犪犮狌犾狋狔狀犲犲犱犲犱犻狀犪狋犻犿犲犾狔犿犪狀狀犲狉．

犚犪狋犺犲狉狋犺犪狀狑犪犻狋犳狅狉“狊狅犿犲狅狀犲犲犾狊犲狋狅犮犪狋犪犾狅犵犻狋”狑犲犺犪狏犲犺犪犱狋狅犮犪狋犪犾狅犵狋犺犲犫狅狅犽狊狋狅犿犪犽犲

狋犺犲犿犪狏犪犻犾犪犫犾犲狋狅狅狌狉狌狊犲狉狊狇狌犻犮犽犾狔．犠犲犪犾狉犲犪犱狔狆犲狉犳狅狉犿犲犱犪狌狋犺狅狉犻狋狔狑狅狉犽狋狅犿犪犽犲狊狌狉犲狋犺犲

犖犃犚，狅狉狋犺犲犳狅狉犿狅犳狋犺犲狀犪犿犲狅犳狋犺犲犪狌狋犺狅狉狊犪狀犱／狅狉犮狅狀狋狉犻犫狌狋狅狉狊，犱犻犱狀狅狋犮狅狀犳狌狊犲狋犺犪狋狆犲狉狊狅狀

狑犻狋犺狊狅犿犲狅狋犺犲狉犪狌狋犺狅狉．犅狌狋狊狅犿犲狋犻犿犲狊狑犲狊狆犲狀狋犪犾犪狉犵犲犪犿狅狌狀狋狅犳狋犻犿犲犪狀犱犲犳犳狅狉狋狋狅狅犫狋犪犻狀

犲狀狅狌犵犺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犪犫狅狌狋狋犺犲犪狌狋犺狅狉狋狅犮狉犲犪狋犲犪狌狀犻狇狌犲犺犲犪犱犻狀犵．犠犲犪犾狊狅犱犻狊犮狅狏犲狉犲犱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

狋犺犪狋，犻犳犪犱犱犲犱狋狅犪狀犲狓犻狊狋犻狀犵 犖犃犚，狑狅狌犾犱犵狉犲犪狋犾狔犺犲犾狆狅狋犺犲狉犾犻犫狉犪狉犻犪狀狊（犪狀犱狊狅犿犲犱犪狔

狉犲狊犲犪狉犮犺犲狉狊）犱犻狊狋犻狀犵狌犻狊犺犫犲狋狑犲犲狀狋狑狅狆犲狅狆犾犲狑犻狋犺狋犺犲狊犪犿犲狀犪犿犲．犠犻狋犺狅狌狋犪犮狋犻狏犲狆犪狉狋犻犮犻狆犪狋犻狅狀

犻狀犪狀犱狊狌狆狆狅狉狋犳狉狅犿狋犺犲犘狉狅犼犲犮狋犳狅狉犆狅狅狆犲狉犪狋犻狏犲犆犪狋犪犾狅犵犻狀犵（犘犆犆）犪犱犿犻狀犻狊狋犲狉犲犱犫狔狋犺犲犔犻犫狉犪狉狔

狅犳犆狅狀犵狉犲狊狊，狑犲犮狅狌犾犱狀狅狋犮狉犲犪狋犲犖犃犚狊犪狀犱狊狌犫犿犻狋狋犺犲犿狋狅狋犺犲犔犻犫狉犪狉狔狅犳犆狅狀犵狉犲狊狊犖犪犿犲

犃狌狋犺狅狉犻狋狔犉犻犾犲（犖犃犉）犿犪犻狀狋犪犻狀犲犱狅狀 犗犆犔犆．犠犲犮狉犲犪狋犲犱狌狀犻狇狌犲狀犪犿犲犺犲犪犱犻狀犵狊犻狀狅狌狉

犫犻犫犾犻狅犵狉犪狆犺犻犮狉犲犮狅狉犱狊犫狌狋狑犻狋犺狅狌狋犪犖犃犚犳狅狉狋犺犪狋狀犪犿犲犺犲犪犱犻狀犵犲狊狋犪犫犾犻狊犺犲犱犻狀狋犺犲犖犃犉狊狅犿犲

狅狋犺犲狉犮犪狋犪犾狅犵犲狉犮狅狌犾犱狌狊犲狋犺犲狊犪犿犲犳狅狉犿狅犳狋犺犲狀犪犿犲犪狀犱犲狊狋犪犫犾犻狊犺犪犖犃犚犻狀犗犆犔犆，犿犪犽犻狀犵狅狌狉狊

狋犺犲狅狀犲狀狅狋犳狅犾犾狅狑犻狀犵狋犺犲狊狋犪狀犱犪狉犱．犠犻狋犺狋犺犲犵狉狅狑犻狀犵犱犪狋犪犫犪狊犲狅狀犗犆犔犆狑犲犮狅狌犾犱犾狅狅犽犳狅狉狑犪狉犱

狋狅犺犪狏犻狀犵犪犿犫犻犵狌狅狌狊狀犪犿犲犺犲犪犱犻狀犵狊犻狀狅狌狉犮犪狋犪犾狅犵犪狀犱狑犲犿犪狔犺犪狏犲狋犺犲狆狅狊狊犻犫犻犾犻狋狔狅犳狆犲狉犳狅狉犿犻狀犵

狋犺犲犪狌狋犺狅狉犻狋狔狑狅狉犽犪犾犾狅狏犲狉犪犵犪犻狀．

犃狋犳犻狉狊狋犐犪狋狋犲犿狆狋犲犱狋狅犼狅犻狀狑犺犪狋狋犺犲犘犆犆犮犪犾犾狊犪“犖犃犆犗犳狌狀狀犲犾狆狉狅犼犲犮狋”（犖犃犆犗：犖犪犿犲

犃狌狋犺狅狉犻狋狔犆狅狅狆犲狉犪狋犻狏犲犗狉犵犪狀犻狕犪狋犻狅狀，犪狊狌犫狊犲犮狋犻狅狀狅犳狋犺犲犘犆犆）．犃犾犻犫狉犪狉狔犪犵狉犲犲狊狋狅犺犪狏犲犻狋狊

狊狋犪犳犳犪犮狋犪狊犪“犳狌狀狀犲犾”狋狅犮狅犾犾犲犮狋犖犃犚狊犳狉狅犿狅狋犺犲狉犾犻犫狉犪狉犻犲狊，狏犲狉犻犳狔狋犺犲犿狋犺犲狀犾狅犪犱狋犺犲犿犻狀狋狅狋犺犲

犖犃犉狅狀犗犆犔犆．犃犳狌狀狀犲犾狆狉狅犼犲犮狋犺犪狊犪犵狉狅狌狆狅犳犾犻犫狉犪狉犻犲狊犪犮狋犻狀犵犪狊狅狀犲犳狅狉狋犺犲狆狌狉狆狅狊犲狅犳

犮狉犲犪狋犻狀犵犪狀犱狌狆犱犪狋犻狀犵犪狌狋犺狅狉犻狋狔狉犲犮狅狉犱狊．犉狌狀狀犲犾狆狉狅犼犲犮狋狊狋狔狆犻犮犪犾犾狔狅狉犵犪狀犻狕犲犪狉狅狌狀犱犲犻狋犺犲狉犪

犵犲狅犵狉犪狆犺犻犮犪狉犲犪狅狉犪狊狌犫犼犲犮狋犪狉犲犪．犐狀２００３犐犮狅狌犾犱狅狀犾狔犳犻狀犱狅狀犲犖犃犆犗犳狌狀狀犲犾狆狉狅犼犲犮狋犻狀

犆犪犾犻犳狅狉狀犻犪犳狅狉狊犿犪犾犾犪犮犪犱犲犿犻犮犾犻犫狉犪狉犻犲狊，犫狌狋狋犺犲犾犻犫狉犪狉犻犪狀狑犻狋犺狋犺犲狉犲狇狌犻狉犲犱狋狉犪犻狀犻狀犵犺犪犱狉犲狋犻狉犲犱，

犾犲犪犱犻狀犵狋狅狋犺犲犮狅犾犾犪狆狊犲狅犳狋犺犪狋犳狌狀狀犲犾狆狉狅犼犲犮狋．犃犳狋犲狉犮狅狀狋犪犮狋犻狀犵犪犾犾狋犺犲犳狌狀狀犲犾狆狉狅犼犲犮狋狊狋犺犪狋犾狅狅犽犲犱

犪狊犻犳狋犺犲狔狑狅狌犾犱犪犮犮犲狆狋犿狔犾犻犫狉犪狉狔，犐犱犻狊犮狅狏犲狉犲犱狋犺犪狋狋犺犲狆狉狅犼犲犮狋犲犻狋犺犲狉狀狅犾狅狀犵犲狉犳狌狀犮狋犻狅狀犲犱狅狉

犱犻犱狀狅狋犪犮犮犲狆狋犿狔犾犻犫狉犪狉狔犳狅狉狏犪狉犻狅狌狊狉犲犪狊狅狀狊．犐狀狅狉犱犲狉狋狅犳狅狉犿犪犳狌狀狀犲犾狆狉狅犼犲犮狋犿狔狊犲犾犳犐狀犲犲犱犲犱

犺犲犾狆．犐犪狀犱犿狔犾犻犫狉犪狉狔犾犪犮犽犲犱犪犾犾狋犺犲狉犲狊狅狌狉犮犲狊狋狅犮狉犲犪狋犲犪狀犱狅狉犵犪狀犻狕犲狊狌犮犺犪犮狅狅狆犲狉犪狋犻狏犲

狆狉狅犵狉犪犿．犅狌狋犿狔犾犻犫狉犪狉狔狊犱犻狉犲犮狋狅狉犲狓狆狉犲狊狊犲犱狑犻犾犾犻狀犵狀犲狊狊狋狅狊狌狆狆狅狉狋犿狔犲犳犳狅狉狋狋狅狅狉犵犪狀犻狕犲犪

犳狌狀狀犲犾狆狉狅犼犲犮狋犫狔狆狉狅犿犻狊犻狀犵犳狌狀犱狊犳狅狉犿犲狋狅狋狉犪狏犲犾狋狅犠犪狊犺犻狀犵狋狅狀，犇．犆．狋狅狋犪犽犲狋犺犲５犱犪狔

狋狉犪犻狀犻狀犵犮狅狌狉狊犲狉犲狇狌犻狉犲犱犳狅狉犿犲狋狅犫犲犮狅犿犲犪犳狌狀狀犲犾犮狅狅狉犱犻狀犪狋狅狉．犠犲狊狋犻犾犾狀犲犲犱犲犱犿犲犿犫犲狉

犾犻犫狉犪狉犻犲狊犫狌狋犾犪犮犽犲犱犪犾犪狉犵犲狉狅狉犵犪狀犻狕犪狋犻狅狀狑犻狋犺犻狀狑犺犻犮犺狋狅犪犮狋．犠犺犻犾犲狊犲狉狏犻狀犵狅狀狋犺犲犅狅犪狉犱狅犳

犇犻狉犲犮狋狅狉狊狅犳犪狉犲犵犻狅狀犪犾犾犻犫狉犪狉狔犪狊狊狅犮犻犪狋犻狅狀，犐狆狉狅狆狅狊犲犱狋犺犲犻犱犲犪狅犳犪犳狌狀狀犲犾狆狉狅犼犲犮狋犫狌狋犿犲狋狑犻狋犺

狏犲狉狔犾犻狋狋犾犲犻狀狋犲狉犲狊狋．犃犾狊狅，狅犳狋犺狅狊犲犾犻犫狉犪狉犻犪狀狊犻狀狋犲狉犲狊狋犲犱，狀狅狀犲犺犪犱狋犺犲狋犻犿犲狋狅狊狆犲狀犱犪狊狊犻狊狋犻狀犵犿犲

狅狉狋狅犿犪犽犲犮狅犿犿犻狋犿犲狀狋狊狋狅狆犲狉犳狅狉犿狀犲犲犱犲犱狑狅狉犽犻狀狋犺犲犳狌狋狌狉犲．犐犱犲犮犻犱犲犱狋狅狑犪犻狋狋犺犲狀狋狉狔犪犵犪犻狀

犻犳犐狊犪狑犪狀狅狋犺犲狉狅狆狆狅狉狋狌狀犻狋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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犛狋狉犲狀犵狋犺犻狀狀狌犿犫犲狉狊．犃犅狉犻犲犳犺犻狊狋狅狉狔狅犳犛犆犈犔犆．

犐狀狋犺犲１９８０狊犾犻犫狉犪狉犻犪狀狊犪狋犝犛犆（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狅犳犛狅狌狋犺犲狉狀犆犪犾犻犳狅狉狀犻犪）犪狀犱４狅犳狅狋犺犲狉犾犻犫狉犪狉犻犲狊犻狀

犛狅狌狋犺犲狉狀犆犪犾犻犳狅狉狀犻犪犳狅狉犿犲犱犪狊犿犪犾犾犮狅狅狆犲狉犪狋犻狏犲犵狉狅狌狆狅犳犾犻犫狉犪狉犻犲狊狋狅犮狉犲犪狋犲犪狆犪狉狋狀犲狉狊犺犻狆犪

狏犻狉狋狌犪犾犾犻犫狉犪狉狔狀犲狋狑狅狉犽犲犱 狑犻狋犺狅狋犺犲狉狉犲犵犻狅狀犪犾犪犮犪犱犲犿犻犮犾犻犫狉犪狉犻犲狊．犗狉犻犵犻狀犪犾犾狔犮犪犾犾犲犱 “犜犺犲

犈犾犲犮狋狉狅狀犻犮犌狌犻犾犱犺犪犾犾狅犳犽狀狅狑犾犲犱犵犲”狋犺犲犵狉狅狌狆狉犲狀犪犿犲犱犻狋狊犲犾犳狋犺犲犛狅狌狋犺犲狉狀犆犪犾犻犳狅狉狀犻犪犈犾犲犮狋狉狅狀犻犮

犔犻犫狉犪狉犻犲狊犆狅狀狊狅狉狋犻狌犿犫狔１９９０．犇狌狉犻狀犵狋犺犻狊狋犻犿犲犝犛犆犪狋狋犲犿狆狋犲犱狋狅狊犺犪狉犲犻狋狊犾犻犮犲狀狊犲狋狅狋犺犲

犐狀犳狅狋狉犪犮犆犇犚犗犕犱犪狋犪犫犪狊犲狑犻狋犺狋犺犲狅狋犺犲狉犾犻犫狉犪狉犻犲狊．犐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犃犮犮犲狊狊犆狅犿狆犪狀狔，狋犺犲狅狑狀犲狉

狅犳犐狀犳狅狋狉犪犮犪狋狋犺犪狋狋犻犿犲，狆狌犾犾犲犱狅狌狋狅犳狋犺犲犱犲犪犾犻狀１９９２．犅狌狋狋犺犻狊狉犲狊狌犾狋犲犱犻狀狋犺犲犮狅狀狊狅狉狋犻狌犿

犻狀犻狋犻犪狋犻狀犵犳狌狉狋犺犲狉犲狓狆犾狅狉犪狋犻狅狀狅犳狋犺犲狇狌犲狊狋犻狅狀狊狉犲犵犪狉犱犻狀犵犪犮犮犲狊狊狋狅犲狉犲狊狅狌狉犮犲狊．犃狊犿犪犾犾犵狉犪狀狋狆犪犻犱

犳狅狉犪狊犿犪犾犾狀狌犿犫犲狉狅犳犮狅犿狆狌狋犲狉狊犻狀犲犪犮犺犾犻犫狉犪狉狔狋狅犲狀犪犫犾犲狋犺犲犿狋狅犮狉犲犪狋犲犪犾狅犮犪犾狀犲狋狑狅狉犽狅狀狋犺犲

犻狀狋犲狉狀犲狋．犇狌犲狋狅狉犲狊狋狉犻犮狋犲犱犫狌犱犵犲狋狊狋犺犲犾犻犫狉犪狉犻犲狊犱犻犱狀狅狋狆狌狉狊狌犲狊犺犪狉犻狀犵狅犳狊狅犳狋狑犪狉犲犪狀犱

犺犪狉犱狑犪狉犲，犫狌狋犻狀狊狋犲犪犱犳狅犮狌狊犲犱狅狀狊犺犪狉犻狀犵狅犳狀犲狋狑狅狉犽犲犱狉犲狊狅狌狉犮犲狊．

犜犺犻狊犵狉狅狌狆狅犳犾犻犫狉犪狉犻犪狀狊狉犲犪犾犻狕犲犱狋犺犪狋狋犺犲狔犮狅狌犾犱狅犫狋犪犻狀犫犲狋狋犲狉狆狉犻犮犲狊犳狅狉狊狌犫狊犮狉犻狆狋犻狅狀狊狋狅

犱犪狋犪犫犪狊犲狊犻犳狋犺犲狔狆狌狉犮犺犪狊犲犱犪狊犪犵狉狅狌狆犪狀犱狋犺犪狋狋犺犲犮狅狊狋狊狅犳犱犪狋犪犫犪狊犲狊狑狅狌犾犱犮狅狀狊狋犻狋狌狋犲犪犵狉狅狑犻狀犵

犲狓狆犲狀狊犲．犜犺犲犻狀犻狋犻犪犾犻狀狏犲狊狋犻犵犪狋犻狅狀犻狀狋狅犪犾狋犲狉狀犪狋犻狏犲狊狋狅狆狌狉犮犺犪狊犻狀犵狊犻狀犵犾狔犾犲犱狋犺犲犿狋狅犿犪犽犲犻狀狇狌犻狉犲狊

狑犻狋犺狋犺犲犆犪犾犻犳狅狉狀犻犪犛狋犪狋犲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狊狔狊狋犲犿犪狀犱狋犺犲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狅犳犆犪犾犻犳狅狉狀犻犪狊狔狊狋犲犿．

犜犺犲狊犲狋狑狅狌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狊狔狊狋犲犿狊犪犾狉犲犪犱狔狆狌狉犮犺犪狊犲犱犱犪狋犪犫犪狊犲狊狌犫狊犮狉犻狆狋犻狅狀狊“犪狊犪犵狉狅狌狆”犫犲犮犪狌狊犲狋犺犲

犛狋犪狋犲狅犳犆犪犾犻犳狅狉狀犻犪犪犱犿犻狀犻狊狋犲狉犲犱狋犺犲犿．犜犺犲狋狑狅犛狋犪狋犲狊狔狊狋犲犿狊犺犪犱狊犲狆犪狉犪狋犲犵狅狏犲狉狀犿犲狀狋

犫狌狉犲犪狌犮狉犪犮犻犲狊狆狉狅狏犻犱犻狀犵狌狆狆犲狉犾犲狏犲犾犪犱犿犻狀犻狊狋狉犪狋犻狅狀，犫狌狋狀狅狀犲狋犺犲犾犲狊狊，犪狋狋犺犻狊狋犻犿犲狋犺犲犆犪犾犻犳狅狉狀犻犪

犛狋犪狋犲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犻犲狊犪狀犱狋犺犲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狅犳犆犪犾犻犳狅狉狀犻犪狊狔狊狋犲犿犺犪犱２２犪狀犱１０狊犮犺狅狅犾狊，狉犲狊狆犲犮狋犻狏犲犾狔，

狌狀犱犲狉狋犺犲犻狉犮狅狀狋狉狅犾．犈犪犮犺狊狔狊狋犲犿犮狅狀狊狋犻狋狌狋犲狊犪犱犲犳犪犮狋狅犮狅狀狊狅狉狋犻狌犿，犪狊犻狀犵犾犲犪犱犿犻狀犻狊狋狉犪狋犻狏犲犲狀狋犻狋狔

狆狌狉犮犺犪狊犻狀犵犱犪狋犪犫犪狊犲狊狌犫狊犮狉犻狆狋犻狅狀狊犪狀犱狅狋犺犲狉狉犲狊狅狌狉犮犲狊犳狅狉犪犾犾狅犳狋犺犲犾犻犫狉犪狉犻犲狊狌狀犱犲狉犻狋狊

犪犱犿犻狀犻狊狋狉犪狋犻狅狀．犝狀犳狅狉狋狌狀犪狋犲犾狔，狀犲犻狋犺犲狉狊狋犪狋犲狊狔狊狋犲犿 犺犪犱犪狀狔犻狀狋犲狉犲狊狋犻狀犪犾犾狅狑犻狀犵狆狉犻狏犪狋犲

犪犮犪犱犲犿犻犮犾犻犫狉犪狉犻犲狊狋狅犼狅犻狀犻狀犪狀狔狊狅狉狋狅犳犮狅狅狆犲狉犪狋犻狏犲犫狌狔犻狀犵犪狉狉犪狀犵犲犿犲狀狋．

犜犺犲犮狅狉犲犵狉狅狌狆狅犳５犾犻犫狉犪狉犻犲狊狑狅狉犽犲犱狅狀犲狓狆犪狀犱犻狀犵狋犺犲犿犲犿犫犲狉狊犺犻狆．犃狊犺犪狉犲犱狀犲狋狑狅狉犽狋犺犪狋犳犪犮犻犾犻狋犪狋犲犱

犐狀狋犲狉犾犻犫狉犪狉狔犔狅犪狀犪狀犱狅狉犵犪狀犻狕犲犱狋狑狅狆狉狅犳犲狊狊犻狅狀犪犾犱犲狏犲犾狅狆犿犲狀狋犿犲犲狋犻狀犵犲犪犮犺狔犲犪狉．１３犾犻犫狉犪狉犻犲狊犼狅犻狀犲犱

犻狀１９９２—１９９４．犅狔１９９５—１９９８狋犺犲犮狅狀狊狅狉狋犻狌犿犵狉犲狑狋狅２２犿犲犿犫犲狉犪狀犱狆狌狉犮犺犪狊犲犱犻狋狊犳犻狉狊狋犮狅犿犿狅狀

犱犪狋犪犫犪狊犲狊：犈狀犮狔犮犾狅狆犲犱犻犪犅狉犻狋犪狀狀犻犮犪犪狀犱犗犆犔犆犉犻狉狊狋犛犲犪狉犮犺．犐狀狋犺犲犾犪狋犲９０狊犛犆犈犔犆犺狅狊狋犲犱犻狋狊犳犻狉狊狋

“犞犲狀犱狅狉犇犪狔”犻狀狑犺犻犮犺犱犪狋犪犫犪狊犲犪狀犱犾犻犫狉犪狉狔狊犲狉狏犻犮犲狊狏犲狀犱狅狉狊犿犲犲狋狑犻狋犺犾犻犫狉犪狉犻犪狀狊犻狀犪犱犪狔犾狅狀犵犲狏犲狀狋

狋犺犪狋犪犾犾狅狑狊犾犻犫狉犪狉犻犪狀狊狋狅犻狀狋犲狉犪犮狋狑犻狋犺狏犲狀犱狅狉狊犻狀犪犵狉狅狌狆狊犲狋狋犻狀犵．犃狊狏犲狀犱狅狉狊犫犲犵犪狀狋狅狆犪狔犿狅狉犲

犪狋狋犲狀狋犻狅狀狋狅犛犆犈犔犆，犻狋犳狅狉犿犲犱犪犱狏犻狊狅狉狔犮狅犿犿犻狋狋犲犲狊狋狅犲狏犪犾狌犪狋犲狏犲狀犱狅狉狅犳犳犲狉狊犪狀犱犾犻犮犲狀狊犲犪犵狉犲犲犿犲狀狋狊．

犅狔狋犺犲狋狌狉狀狅犳狋犺犲犮犲狀狋狌狉狔犛犆犈犔犆狇狌犻犮犽犾狔犵狉犲狑犪狊犿狅狉犲狆狉犻狏犪狋犲，犪犮犪犱犲犿犻犮犾犻犫狉犪狉犻犲狊狉犲犮狅犵狀犻狕犲犱

狋犺犲狏犪犾狌犲狅犳狊犺犪狉犲犱狀犲犵狅狋犻犪狋犻狅狀，犾犻犮犲狀狊犻狀犵犪狀犱狆狌狉犮犺犪狊犻狀犵犳狅狉犱犪狋犪犫犪狊犲狊．犠犺犲狀犛犆犈犔犆犮犺犪狀犵犲犱

犻狋狊犫狔犾犪狑狊狋狅犪犱犿犻狋犾犻犫狉犪狉犻犲狊犳狉狅犿 犖狅狉狋犺犲狉狀 犆犪犾犻犳狅狉狀犻犪犻狀２０００狋犺犲狀狉犲狀犪犿犲犱犻狋狊犲犾犳狋犺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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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犛狋犪狋犲狑犻犱犲”犆犪犾犻犳狅狉狀犻犪犈犾犲犮狋狉狅狀犻犮犔犻犫狉犪狉犻犲狊犆狅狀狊狅狉狋犻狌犿．犛犆犈犔犆狊狋犪狉狋犲犱狑犻狋犺５犾犻犫狉犪狉犻犲狊犻狀１９８６，

狋犺犲狀犵狉犲狑狋狅６２犾犻犫狉犪狉犻犲狊犻狀２００１，狋犺犲狔犲犪狉犪犳狋犲狉犻狋犪犾犾狅狑犲犱犾犻犫狉犪狉犻犲狊犳狉狅犿狋犺犲犲狀狋犻狉犲狊狋犪狋犲狋狅犼狅犻狀．

犜狅犱犪狔犛犆犈犔犆犺犪狊狅狏犲狉１００犿犲犿犫犲狉犾犻犫狉犪狉犻犲狊．犛犆犈犔犆犮狉犲犪狋犲犱犪狀“犪犳犳犻犾犻犪狋犲”狆狉狅犵狉犪犿狋犺犪狋犪犾犾狅狑狊

狀狅狀狏狅狋犻狀犵犿犲犿犫犲狉狊狋狅狆犪狉狋犻犮犻狆犪狋犲犻狀狋犺犲狊犺犪狉犲犱犫狌狔犻狀犵，犲狓狆犪狀犱犻狀犵狋犺犲犵犲狅犵狉犪狆犺犻犮狊犮狅狆犲狅犳狋犺犲

犮狅狀狊狅狉狋犻狌犿狋狅狋犺犲犲狀狋犻狉犲犝狀犻狋犲犱犛狋犪狋犲狊．犜狅犱犪狋犲犛犆犈犔犆犾犻犫狉犪狉犻犲狊犫狌犱犵犲狋狊犺犪狏犲狅狌狋犵狉狅狑狀狋犺狅狊犲狅犳

狋犺犲犆犪犾犻犳狅狉狀犻犪犛狋犪狋犲犔犻犫狉犪狉犻犲狊犪狀犱狋犺犲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狅犳犆犪犾犻犳狅狉狀犻犪犔犻犫狉犪狉犻犲狊．犛犆犈犔犆狀狅狑狑狅狉犽狊

犮狅狅狆犲狉犪狋犻狏犲犾狔狑犻狋犺犆犛犝犳狅狉犾犻犮犲狀狊犻狀犵犪狀犱犾犻犫狉犪狉犻犪狀狊犳狉狅犿犪犾犾犆犪犾犻犳狅狉狀犻犪犪犮犪犱犲犿犻犮犾犻犫狉犪狉犻犲狊犪狉犲

狑犲犾犮狅犿犲犪狋犞犲狀犱狅狉犇犪狔．犚犪狋犺犲狉狋犺犪狀犮狅犿狆犲狋犲狑犻狋犺狅狉犻犵狀狅狉犲狋犺犲狋狑狅犆犪犾犻犳狅狉狀犻犪犛狋犪狋犲狊狔狊狋犲犿狊，

狋犺犲犾犲犪犱犲狉狊犺犻狆狅犳犛犆犈犔犆犻狊犺犪狆狆狔狋狅狑狅狉犽狑犻狋犺犪狀狔狅狀犲狑犺犲狀犪犾犾犮犪狀犫犲狀犲犳犻狋．（犚犻犮犽犅狌狉犽犲，

狆犲狉狊狅狀犪犾犮狅犿犿狌狀犻犮犪狋犻狅狀，犛犲狆狋４，２０１２犪狀犱犚犻犮犽犅狌狉犽犲，犘狅狑犲狉犘狅犻狀狋犪狀犱狅狉犪犾狆狉犲狊犲狀狋犪狋犻狅狀狋狅狋犺犲

犛犆犈犔犆犅狅犪狉犱狅犳犇犻狉犲犮狋狅狉狊犕犲犲狋犻狀犵犪狋狋犺犲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狅犳狋犺犲犘犪犮犻犳犻犮，犑狌狀犲２６，２００９犪狀犱犚犻犮犽

犅狌狉犽犲，狉犲狏犻狊犻狅狀狋狅狅狉犻犵犻狀犪犾犘狅狑犲狉犘狅犻狀狋狊犾犻犱犲狊，狊犲狀狋犫狔犲犿犪犻犾，犛犲狆狋４，２０１２）．

犃狀狅狋犺犲狉狅狆狆狅狉狋狌狀犻狋狔．

犐犼狅犻狀犲犱狋犺犲犅狅犪狉犱狅犳犇犻狉犲犮狋狅狉狊狅犳犛犆犈犔犆犻狀２００７．犛犆犈犔犆犺犪狊犪犾狑犪狔狊狊狅狌犵犺狋狀犲狑狑犪狔狊狋狅狊犲狉狏犲

犻狋狊犮狅狀狊狋犻狋狌犲狀狋犾犻犫狉犪狉犻犲狊．犜犺犲犅狅犪狉犱狅犳犇犻狉犲犮狋狅狉狊犺犪犱犾犻犫狉犪狉犻犪狀狊狏犲狉狔犳犪犿犻犾犻犪狉狑犻狋犺狋犺犲犘犆犆犪狀犱

犖犃犆犗．犜犺犲狊狋犪犳犳狅犳狋犺犲犮狅狀狊狅狉狋犻狌犿犺犪犱狊犲狏犲狉犪犾狏犲狉狔狋犪犾犲狀狋犲犱狆犲狅狆犾犲狑犻狋犺狋犲犮犺狀犻犮犪犾狊犽犻犾犾狊．犜犺犲

狅狉犵犪狀犻狕犪狋犻狅狀犺犪犱狋犺犲犪犫犻犾犻狋狔狋狅犮狉犲犪狋犲犪狀犱犿犪犻狀狋犪犻狀犔犻狊狋犛犲狉狏狊，犪狀犲犿犪犻犾犱犻狊犮狌狊狊犻狅狀／犿犪犻犾犻狀犵犾犻狊狋

狆狉狅犵狉犪犿．犛犆犈犔犆犺犪犱狀狌犿犲狉狅狌狊犿犲犿犫犲狉犾犻犫狉犪狉犻犲狊犻狀狋犺犲狊犪犿犲狊犻狋狌犪狋犻狅狀犪狊犿犻狀犲犪狀犱犪犾狊狅犿犲犿犫犲狉

犾犻犫狉犪狉犻犲狊狅犳狋犺犲狊犻狕犲狀犲犮犲狊狊犪狉狔狋狅犼狅犻狀狋犺犲犘犆犆狑犻狋犺狅狌狋犺犪狏犻狀犵狋狅犼狅犻狀犪犳狌狀狀犲犾．犐犳狅狌狀犱狋犺犲

犮狅犿犫犻狀犪狋犻狅狀狅犳狊犺犪狉犲犱狀犲犲犱犪狀犱犲狓犻狊狋犻狀犵犲狓狆犲狉犻犲狀犮犲狋狅犵犲狋犺犲狉狑犻狋犺狋犺犲狀犲犮犲狊狊犪狉狔狉犲狊狅狌狉犮犲狊犳狅狉

犮狉犲犪狋犻狀犵犪犳狌狀狀犲犾狆狉狅犼犲犮狋．犐狀２０１０犐狉犪犻狊犲犱狋犺犲狇狌犲狊狋犻狅狀狅犳犳狅狉犿犻狀犵犪犳狌狀狀犲犾狆狉狅犼犲犮狋犪狋犪犅狅犪狉犱

犕犲犲狋犻狀犵．犌犻狏犲狀狋犺犲犮狅犿犫犻狀犪狋犻狅狀狅犳狋犺犲狀犲犲犱狊狅犳犿犲犿犫犲狉犾犻犫狉犪狉犻犲狊犪狀犱狋犺犲犻狀狋犲狉犲狊狋犛犆犈犔犆犺犪犱犻狀

犲狓狆犪狀犱犻狀犵狋犺犲狊犲狉狏犻犮犲狊犻狋狅犳犳犲狉狊狋狅犻狋狊犿犲犿犫犲狉狊，狋犺犲犅狅犪狉犱犪狆狆狉狅狏犲犱犿狔狉犲狇狌犲狊狋狊犳狅狉狊狌狆狆狅狉狋犪狀犱

狋狅狀犪犿犲狋犺犲狆狉狅犼犲犮狋“犜犺犲犛犆犈犔犆犖犃犆犗”犳狌狀狀犲犾．犃犳狋犲狉狌狊犻狀犵狋犺犲犵犲狀犲狉犪犾犛犆犈犔犆犔犻狊狋犛犲狉狏犪狊犪

狆犾犪狋犳狅狉犿狋狅狆狌犫犾犻犮犻狕犲狋犺犲狆狉狅犼犲犮狋，狋犺犲犛犆犈犔犆狊狋犪犳犳犮狉犲犪狋犲犱犪狀狅狋犺犲狉犔犻狊狋犛犲狉狏犳狅狉狋犺犲狆狉狅犼犲犮狋

犻狋狊犲犾犳．犜犺犻狊犪犾犾狅狑犲犱犾犻犫狉犪狉犻犪狀狊狑犺狅犺犪狏犲狑狅狉犽犲犱犻狀狋犲狀狊犻狏犲犾狔狑犻狋犺犖犃犆犗犪狀犱狋犺狅狊犲犻狀狋犲狉犲狊狋犲犱犻狀

犼狅犻狀犻狀犵狋犺犲犛犆犈犔犆犖犃犆犗犳狌狀狀犲犾狋狅犮狅犿犿狌狀犻犮犪狋犲狑犻狋犺犲犪犮犺狅狋犺犲狉狇狌犻犮犽犾狔犪狀犱犲犪狊犻犾狔．

犠犻狋犺犻狀犪犮狅狌狆犾犲狅犳狑犲犲犽狊犐犺犪犱狊犲狏犲狉犪犾狊狌犮犮犲狊狊犲狊．犠犲犺犪犱犳犻狏犲犾犻犫狉犪狉犻犲狊狑犺狅犲狓狆狉犲狊狊犲犱犻狀狋犲狉犲狊狋犻狀

犼狅犻狀犻狀犵狋犺犲犳狌狀狀犲犾犪狀犱狅狀犲犾犻犫狉犪狉狔犱犻狉犲犮狋狅狉犲狀犮狅狌狉犪犵犲犱犺犲狉犺犲犪犱犮犪狋犪犾狅犵犲狉狋狅犪犮狋犪狊犿狔“狀狌犿犫犲狉

２”犻狀狅狉犱犲狉狋狅犱狅狋犺犲狑狅狉犽狅犳狋犺犲犳狌狀狀犲犾犮狅狅狉犱犻狀犪狋狅狉犻狀犿狔犪犫狊犲狀犮犲．犃狀狅狋犺犲狉犻犿狆狅狉狋犪狀狋

犱犲狏犲犾狅狆犿犲狀狋狅犮犮狌狉狉犲犱狑犺犲狀犐犮狅狀狋犪犮狋犲犱狋犺犲狊狋犪犳犳狅犳狋犺犲犔犻犫狉犪狉狔狅犳犆狅狀犵狉犲狊狊狋狅犪狆狆犾狔犳狅狉

狆犪狉狋犻犮犻狆犪狋犻狅狀犻狀犖犃犆犗．犛犻狀犮犲２００３，狑犺犲狀犐犾犪狊狋狊狆狅犽犲狑犻狋犺犪犾犻犫狉犪狉犻犪狀狋犺犲狉犲，狋犺犲犘犆犆狉犲犿狅狏犲犱



——— ４０２　　

狋犺犲狉犲狇狌犻狉犲犿犲狀狋狋犺犪狋狋犺犲犳狌狀狀犲犾狊狌犫犿犻狋犪犿犻狀犻犿狌犿狀狌犿犫犲狉狅犳狉犲犮狅狉犱狊狆犲狉狔犲犪狉犳狅狉狋犺犲犳狌狀狀犲犾狋狅

犮狅狀狋犻狀狌犲狋狅犺犪狏犲犻狋犪狆狆狉狅狏犲犱狊狋犪狋狌狊．犖狅狑狋犺犪狋狑犲狀狅犾狅狀犵犲狉犺犪犱狋狅狊狌犫犿犻狋犪犿犻狀犻犿狌犿狀狌犿犫犲狉狅犳

狉犲犮狅狉犱狊狋狅犽犲犲狆狅狌狉犪犫犻犾犻狋狔狋狅狊狌犫犿犻狋犖犃犚狊狋狅狋犺犲犔犻犫狉犪狉狔狅犳犆狅狀犵狉犲狊狊狊犖犪犿犲犃狌狋犺狅狉犻狋狔犉犻犾犲

（犿犪犻狀狋犪犻狀犲犱犫狔狋犺犲犔犻犫狉犪狉狔狅犳犆狅狀犵狉犲狊狊，犿犪犱犲犪狏犪犻犾犪犫犾犲犫狔犗犆犔犆），犐犮狅狌犾犱狊狋犪狉狋犪犳狌狀狀犲犾狑犻狋犺

狋犺犲狀狌犿犫犲狉狅犳犾犻犫狉犪狉犻犲狊犐狆狉犲狊犲狀狋犾狔犺犪犱犪狀犱狀犲犲犱狀狅狋狑犪犻狋狌狀狋犻犾犐狉犲犮狉狌犻狋犲犱犿狅狉犲．犕狔犱犻狊犮狌狊狊犻狅狀

狑犻狋犺狋犺犲犾犻犫狉犪狉犻犪狀犪狋狋犺犲犘犆犆犺犪犱犪狀狅狋犺犲狉狆犾犲犪狊犪狀狋狊狌狉狆狉犻狊犲．犃犖犃犆犗狋狉犪犻狀犲狉犾犻狏犲犱犪狀犱狑狅狉犽犲犱

狀犲犪狉犿狔犾犻犫狉犪狉狔犐狀狅犾狅狀犵犲狉狀犲犲犱犲犱狋狅狋狉犪狏犲犾狋狅犠犪狊犺犻狀犵狋狅狀犇．犆．狋狅狅犫狋犪犻狀狋犺犲狋狉犪犻狀犻狀犵犪狀犱狋犺犲狀

狋狉犪犻狀狋犺犲犿犲犿犫犲狉狊狅犳狋犺犲犳狌狀狀犲犾．犜犺犲犾狅犮犪犾犖犃犆犗狋狉犪犻狀犲狉犮狅狌犾犱犺狅犾犱犪狋狉犪犻狀犻狀犵狊犲狊狊犻狅狀犳狅狉犪犾犾狅犳

狋犺犲犳狌狀狀犲犾犿犲犿犫犲狉狊犪狋犿狔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

犜犺犲犮犺犪犾犾犲狀犵犲：犮狅狅狉犱犻狀犪狋犻狅狀．

犜犺犲犪狆狆狉狅狏犪犾犳狉狅犿狋犺犲犛犆犈犔犆犫狅犪狉犱狋狅犳狅狉犿狋犺犲“犛犆犈犔犆犖犃犆犗犳狌狀狀犲犾狆狉狅犼犲犮狋”犮犪犿犲犻狀狋犺犲

犪狌狋狌犿狀狅犳２０１０．犅狔犑犪狀狌犪狉狔犐犺犪犱犪犾犾狅犳狋犺犲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犪狀犱狉犲狊狅狌狉犮犲狊犐狀犲犲犱犲犱狋狅犳狅狉犿狋犺犲

狆狉狅犼犲犮狋．犖犲狓狋，犐犺犪犱狋狅狑狅狉犽狑犻狋犺犗犆犔犆犪狀犱犖犃犆犗狋狅犳狅狉犿犪犾犻狕犲狋犺犲狆狉狅犼犲犮狋狋犺犲狀狅犫狋犪犻狀

狋狉犪犻狀犻狀犵犐狀犲犲犱犲犱犳狅狉狋犺犲犘犆犆狋狅犪狆狆狉狅狏犲狋犺犲犳狌狀狀犲犾．犅犲犳狅狉犲狑犲犮狅狌犾犱犺狅犾犱狋犺犲狋狉犪犻狀犻狀犵，狑犲

狀犲犲犱犲犱犪狋犾犲犪狊狋犿狔犾犻犫狉犪狉狔狋狅犺犪狏犲犪犖犃犆犗犪狌狋犺狅狉犻狕犲犱犪犮犮狅狌狀狋狅狀犗犆犔犆．犎狅狑犲狏犲狉，狋犺犲狋狉犪犻狀犻狀犵

狑狅狌犾犱狑狅狉犽犫犲狋狋犲狉犻犳犲狏犲狉狔狅狀犲犪狋狋犲狀犱犻狀犵犮狅狌犾犱犾狅犵犻狀狋狅犪犖犃犆犗犪狌狋犺狅狉犻狕犲犱犗犆犔犆犪犮犮狅狌狀狋犳狉狅犿

犪犮狅犿狆狌狋犲狉犻狀狋犺犲犮犾犪狊狊狉狅狅犿．犅狌狉犲犪狌犮狉犪狋犻犮狅犫狊狋犪犮犾犲狊狊狌犮犺犪狊狋犺犻狊犮犪狀犵狉犲犪狋犾狔犺犻狀犱犲狉犪犮狅狅狆犲狉犪狋犻狏犲

狆狉狅犼犲犮狋．犃狆狉狅犼犲犮狋犮狅狅狉犱犻狀犪狋狅狉狀犲犲犱狊狋狅犪狊狊犻狊狋犿犲犿犫犲狉狊狅犳狋犺犲狆狉狅犼犲犮狋狑犻狋犺狆狅狋犲狀狋犻犪犾犾狔犳狉狌狊狋狉犪狋犻狀犵

狋犪狊犽狊犻狀狅狉犱犲狉狋狅狆狉犲狏犲狀狋犿犲犿犫犲狉狊犳狉狅犿犱狉狅狆狆犻狀犵狅狌狋．

犃狊犺犪狆狆犲狀狊狑犻狋犺犪犾犾犾犪狉犵犲狅狉犵犪狀犻狕犪狋犻狅狀狊，犫狅狋犺犗犆犔犆犪狀犱狋犺犲犔犻犫狉犪狉狔狅犳犆狅狀犵狉犲狊狊犺犪狏犲犿犪狀狔

狆犲狅狆犾犲犪狀犱犻狀狋犺犲犮犪狊犲狅犳犗犆犔犆犻狋犺犪狊狆犲狅狆犾犲狑狅狉犽犻狀犵犻狀狅犳犳犻犮犲狊狊狆狉犲犪犱狅狌狋狅狏犲狉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狆犪狉狋狊

狅犳狋犺犲犝狀犻狋犲犱犛狋犪狋犲狊．犕狅狊狋狆犲狅狆犾犲犽狀狅狑狅狀犾狔狋犺犲犻狉狆犪狉狋狅犳狋犺犲狅狉犵犪狀犻狕犪狋犻狅狀．犠犺犲狀狑狅狉犽犻狀犵狑犻狋犺

犪犾犪狉犵犲狅狉犵犪狀犻狕犪狋犻狅狀狔狅狌犿狌狊狋犳犻狀犱犪狆犲狉狊狅狀狑犻狋犺犻狀狋犺犪狋狅狉犵犪狀犻狕犪狋犻狅狀狑犺狅犽狀狅狑狊狋犺犲狆狅犾犻犮犻犲狊，

狆狉狅犮犲犱狌狉犲狊犪狀犱犺犻狊狋狅狉狔犫犲犺犻狀犱狋犺犲犳狌狀犮狋犻狅狀狊狔狅狌狀犲犲犱犳狉狅犿狋犺犪狋狅狉犵犪狀犻狕犪狋犻狅狀．犐狀狋犺犲犖犪犿犲

犃狌狋犺狅狉犻狋狔犆狅狅狆犲狉犪狋犻狏犲犗狉犵犪狀犻狕犪狋犻狅狀犪犾犻犫狉犪狉犻犪狀犪狋狋犺犲犔犻犫狉犪狉狔狅犳犆狅狀犵狉犲狊狊犮狅狀狋犪犮狋犲犱犿犲犻狀

狉犲狊狆狅狀狊犲狋狅犿狔犻狀犻狋犻犪犾犻狀狇狌犻狉犻犲狊犻狀２０１０．犜犺犻狊犾犻犫狉犪狉犻犪狀，犑犲狊狊犪犾狔狀犣狅狅犿，狑狅狉犽犲犱犮犾狅狊犲犾狔狑犻狋犺犿犲

犳狉狅犿狋犺犲狊狋犪狉狋犪狀犱狊狋犻犾犾犪狊狊犻狊狋狊狋犺犲犛犆犈犔犆犖犃犆犗犳狌狀狀犲犾狆狉狅犼犲犮狋狋狅狋犺犻狊犱犪狔．

犉狅狉犫狅狋犺狋犺犲犘犆犆犪狀犱犳狅狉犗犆犔犆犐犺犪犱狋狅犳犻犾犾狅狌狋狅狀犾犻狀犲犳狅狉犿狊犐犳狅狌狀犱犮狅狀犳狌狊犻狀犵犪狀犱狉犲狇狌犲狊狋犲犱

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犐犱犻犱狀狅狋犺犪狏犲狅狉犪狊犽犲犱狇狌犲狊狋犻狅狀狊犐犱犻犱狀狅狋狌狀犱犲狉狊狋犪狀犱．犐狀犫狅狋犺犮犪狊犲狊狋犺犲狅狉犵犪狀犻狕犪狋犻狅狀狊犺犪犱

犿犪犱犲犮犺犪狀犵犲狊狉犲犾犪狋犲犱狋狅狑狅狉犽犳犾狅狑狅狉犿犪犱犲狅狉犵犪狀犻狕犪狋犻狅狀犪犾犮犺犪狀犵犲狊狑犻狋犺狅狌狋犮犺犪狀犵犻狀犵狋犺犲犳狅狉犿狊．

犑犲狊狊犪犾狔狀狑狅狉犽犲犱狑犻狋犺犿犲狅狏犲狉狋犺犲狆犺狅狀犲狋狅犲狓狆犾犪犻狀狋犺犪狋犖犃犆犗狌狊犲犱狋犺犲狊犪犿犲犳狅狉犿犳狅狉犫狅狋犺狋犺犲

犮狅狅狉犱犻狀犪狋狅狉狅犳狋犺犲犳狌狀狀犲犾（犿犲）犪狀犱狋犺犲犿犲犿犫犲狉狊狅犳狋犺犲犳狌狀狀犲犾．犛狅犿犲狆犪狉狋狊狅犳狋犺犲犳狅狉犿犐狑狅狌犾犱犾犲犪狏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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犫犾犪狀犽犪狀犱狅狋犺犲狉狆犪狉狋狊狋犺犲狆狉狅狊狆犲犮狋犻狏犲犳狌狀狀犲犾犿犲犿犫犲狉狊狑狅狌犾犱犾犲犪狏犲犫犾犪狀犽．

犜犺犲犗犆犔犆犳狅狉犿狋狅犪狆狆犾狔犳狅狉犪犖犃犆犗犪狌狋犺狅狉犻狕犲犱犪犮犮狅狌狀狋狆狉狅狏犻犱犲犱犿狔狊犲犮狅狀犱犮犺犪犾犾犲狀犵犲．犜犺犲

犱犻犳犳犻犮狌犾狋狔犐犺犪犱狑犻狋犺狋犺犲犳狅狉犿犾犲犱犿犲犫犪犮犽狋狅犿狔狀犲狑犾狔犲狊狋犪犫犾犻狊犺犲犱犮狅狀狋犪犮狋犪狋狋犺犲犔犻犫狉犪狉狔狅犳

犆狅狀犵狉犲狊狊，犑犲狊狊犪犾狔狀犣狅狅犿．犛犺犲狉犲犮狅犿犿犲狀犱犲犱犪狆犲狉狊狅狀犪狋犗犆犔犆狑犺狅犺犪犱狉犲狊狆狅狀狊犻犫犻犾犻狋狔犳狅狉

犗犆犔犆狊狑狅狉犽狑犻狋犺狋犺犲犘犆犆．犗狀犮犲犐犮狅狀狋犪犮狋犲犱犗犆犔犆狊犘犆犆犔犻犪犻狊狅狀，狊犺犲狋犪犾犽犲犱犿犲狋犺狉狅狌犵犺

犳犻犾犾犻狀犵狅狌狋狋犺犪狋犳狅狉犿．犕狌犮犺狅犳狋犺犲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狉犲狇狌犲狊狋犲犱狅狀狋犺犲犳狅狉犿狑犪狊狀狅犾狅狀犵犲狉狉犲犾犲狏犪狀狋犫狌狋

犗犆犔犆狊狋犪犳犳犺犪犱狀狅狋狌狆犱犪狋犲犱狋犺犲犳狅狉犿．犛狅犿犲狇狌犲狊狋犻狅狀狊犐犺犪犱狋狅犪狀狊狑犲狉犪狀犱狊狅犿犲犐犮狅狌犾犱狊犽犻狆．犐

犮犪狉犲犳狌犾犾狔狋狅狅犽狀狅狋犲狊，狑犺犻犮犺犲狀犪犫犾犲犱犿犲狋狅狋犪犾犽狊犲狏犲狉犪犾狅犳狋犺犲狀犲狑犳狌狀狀犲犾狆狉狅犼犲犮狋犿犲犿犫犲狉狊

狋犺狉狅狌犵犺犳犻犾犾犻狀犵狅狌狋狋犺犲狊犲狋狑狅犳狅狉犿狋犺犲犿狊犲犾狏犲狊．

犉狅狉犿狊犪狀犱犫狌狉犲犪狌犮狉犪狋犻犮狆狉狅犮犲狊狊犲狊犮犪狀犺犻狀犱犲狉犪狆狉狅犼犲犮狋，狅狉犲狏犲狀犮犪狌狊犲犻狋狋狅犳犪犻犾．犠犲狀犲犲犱狏狅犾狌狀狋犲犲狉狊

狑犺狅犱犲狏狅狋犲狋犻犿犲犱狌狉犻狀犵狋犺犲犻狉狑狅狉犽犱犪狔狋狅犫狌犻犾犱犪犮狅狅狆犲狉犪狋犻狏犲狅狉犵犪狀犻狕犪狋犻狅狀．犅狌狋犻犳狔狅狌狆犾犪犮犲狋狅狅犿犪狀狔

犱犲犿犪狀犱狊狅狀狏狅犾狌狀狋犲犲狉狊狅狉犿犪犽犲狆犪狉狋犻犮犻狆犪狋犻狅狀狀犲犲犱犾犲狊狊犾狔犱犻犳犳犻犮狌犾狋狔狅狌狉狆狉狅犼犲犮狋犿犪狔犳犪犻犾．犃狊狋犺犲

犮狅狅狉犱犻狀犪狋狅狉，犐狋狅狅犽犻狋狌狆狅狀犿狔狊犲犾犳狋狅犱犲犪犾狑犻狋犺狋犺犲狑狅狉狊狋狅犳狑犺犪狋犱犻犳犳犻犮狌犾狋犻犲狊狆狉犲狊犲狀狋犲犱狋犺犲犿狊犲犾狏犲狊，

狋犺犲狀犐狑狅狌犾犱犫犲狆狉犲狆犪狉犲犱狋狅犺犲犾狆狋犺犲狏狅犾狌狀狋犲犲狉狊狑狅狉犽狋犺狉狅狌犵犺狋犺犲犱犻犳犳犻犮狌犾狋犻犲狊．

犗狀犮犲狋犺犲犳狌狀狀犲犾犿犲犿犫犲狉狊犳犻犾犾犲犱狅狌狋狋犺犲狀犲犲犱犲犱犳狅狉犿狊狅狀犾犻狀犲，犐狋犺犲狀狆狉狅犮犲犲犱犲犱狋狅犪狉狉犪狀犵犲犳狅狉

狋犺犲狋狉犪犻狀犻狀犵．犜犺犲犘犆犆犺犪犱犪犖犃犆犗狋狉犪犻狀犲狉狑犺狅狑狅狉犽犲犱犪狊犪犮犪狋犪犾狅犵犲狉犪狋犛狋犪狀犳狅狉犱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

犪犫狅狌狋４０犿犻犾犲狊狊狅狌狋犺狅犳犛犪狀犉狉犪狀犮犻狊犮狅，狑犺犲狉犲犐狑狅狉犽．犠犺犲狀犐犮狅狀狋犪犮狋犲犱犺犲狉，狊犺犲狏狅犾狌狀狋犲犲狉犲犱狋狅

犪犮犮犲狆狋狋犺犲犮狅狊狋狅犳犮狅犿犿狌狋犻狀犵狋狅犛犪狀犉狉犪狀犮犻狊犮狅狋狅犵犻狏犲狋犺犲狋狉犪犻狀犻狀犵．犐狀狉犲狋狌狉狀，犐犫狅狌犵犺狋犺犲狉犾狌狀犮犺

犲犪犮犺狅犳狋犺犲犳犻狏犲犱犪狔狊狅犳狋犺犲狋狉犪犻狀犻狀犵．犕狔犱犻狉犲犮狋狅狉犺犪狆狆犻犾狔犪犵狉犲犲犱狋狅狋犺犻狊犪狊犪犾狅犮犪犾狋狉犪犻狀犻狀犵

狊犲狊狊犻狅狀狆狉狅狏犲犱犿狌犮犺犾犲狊狊犲狓狆犲狀狊犻狏犲狋犺犪狀狊犲狀犱犻狀犵犿犲狋狅犠犪狊犺犻狀犵狋狅狀犇．犆．犐犳狅狌狀犱犪狑犲犲犽犻狀

狑犺犻犮犺犲狏犲狉狔狅狀犲犮狅狌犾犱犪狋狋犲狀犱狑犺犻犮犺犾犲犳狋狆犾犲狀狋狔狅犳狋犻犿犲犳狅狉狋犺犲犮犪狋犪犾狅犵犲狉狊狅犳狋犺犲狆犪狉狋犻犮犻狆犪狀狋狊狋狅

犿犪犽犲狋狉犪狏犲犾犪狉狉犪狀犵犲犿犲狀狋狊．犉狅狉狋狌狀犪狋犲犾狔，犌狅犾犱犲狀犌犪狋犲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犺犪狊狊狋犪狋犲狅犳狋犺犲犪狉狋犮狅犿狆狌狋犲狉

犮犾犪狊狊狉狅狅犿狊．犠犲犺犲犾犱狋犺犲狋狉犪犻狀犻狀犵犻狀犪犮犾犪狊狊狉狅狅犿犻狀狑犺犻犮犺犪犾犾狋犺犲犾犻犫狉犪狉犻犪狀狊犮狅狌犾犱狊犻狋犪狋犪

犮狅犿狆狌狋犲狉，犾狅犵犻狀狋狅狋犺犲犻狉犗犆犔犆犪犮犮狅狌狀狋狊犪狀犱犳狅犾犾狅狑犪犾狅狀犵狑犻狋犺狋犺犲狋狉犪犻狀犲狉．

犃犳狋犲狉狋犺犲狋狉犪犻狀犻狀犵，狋犺犲犉狌狀狀犲犾犘狉狅犼犲犮狋犿犲犿犫犲狉狊犺犪狏犲犪狆狉狅犫犪狋犻狅狀犪狉狔狆犲狉犻狅犱犻狀狑犺犻犮犺狋犺犲犻狉

狉犲犮狅狉犱狊犺犪狏犲狋狅狆犪狊狊狉犲狏犻犲狑犫狔犪犖犃犆犗犪狆狆狉狅狏犲犱狉犲狏犻犲狑犲狉．犌犻狏犲狀狊狅犿犲犱犻犳犳犻犮狌犾狋犻犲狊犻狀犳犻狀犱犻狀犵犪

狉犲狏犻犲狑犲狉犳狅狉狌狊，犑犲狊狊犪犾狔狀犣狅狅犿犪犵狉犲犲犱狋狅狆犲狉犳狅狉犿狋犺犪狋狑狅狉犽犳狅狉狅狌狉犳狌狀狀犲犾．犐狀犲犪狉犾狔２０１２

犪狀狅狋犺犲狉犾犻犫狉犪狉犻犪狀狑狅狉犽犻狀犵犳狅狉犪犳狌狀狀犲犾犿犲犿犫犲狉犾犻犫狉犪狉狔狑犻狊犺犲犱狋狅狋犪犽犲狅狏犲狉犳狉狅犿狋犺犲犮犪狋犪犾狅犵犲狉

狑犺狅狋狅狅犽狋犺犲狋狉犪犻狀犻狀犵狑犻狋犺狋犺犲犻狀犻狋犻犪犾犵狉狅狌狆犻狀２０１１．犜犺犻狊犾犻犫狉犪狉犻犪狀犺犪犱狑狅狉犽犲犱犳狅狉犪犾犪狉犵犲狉犾犻犫狉犪狉狔

犲犪狉犾犻犲狉犻狀犺犲狉犮犪狉犲犲狉犪狀犱狀狅狋狅狀犾狔犺犪犱犖犃犆犗狋狉犪犻狀犻狀犵犪犾狉犲犪犱狔犫狌狋犺犪犱犮狅犿狆犾犲狋犲犱狊狅犿犪狀狔狆犲狉狊狅狀犪犾

犖犃犚狊狑犺犻犾犲狑狅狉犽犻狀犵犳狅狉犪犳狌犾犾犖犃犆犗犿犲犿犫犲狉犾犻犫狉犪狉狔狋犺犪狋狊犺犲犺犪犱“狆犪狊狊犲犱狉犲狏犻犲狑．”犜犺犻狊犿犲犪狀狋狋犺犪狋

狊犺犲犺犪犱犪狆狆狉狅狏犪犾狋狅狊狌犫犿犻狋狆犲狉狊狅狀犪犾狀犪犿犲犖犃犚狊狑犻狋犺狅狌狋狉犲狏犻犲狑犫狔犪狀狅狋犺犲狉犾犻犫狉犪狉犻犪狀．犐犻犿犿犲犱犻犪狋犲犾狔

犮狅犿犿狌狀犻犮犪狋犲犱狑犻狋犺犿狔犳犲犾犾狅狑犉狌狀狀犲犾犘狉狅犼犲犮狋犿犲犿犫犲狉狊犪狀犱犑犲狊狊犪犾狔狀犣狅狅犿狋狅犱犲狊犻犵狀犪狋犲狋犺犲狀犲狑

狆犪狉狋犻犮犻狆犪狀狋犪狊狋犺犲狅狀犲狋狅狉犲犮犲犻狏犲犪犾犾犖犃犚狊犳狅狉犿犲狉犾狔狊犲狀狋狋狅犿犲犪狊犮狅狅狉犱犻狀犪狋狅狉狅犳狋犺犲狆狉狅犼犲犮狋．犐犮狅狀狋犻狀狌犲

狋狅犪犮狋犪狊犪犮狅狅狉犱犻狀犪狋狅狉狋狅犪狊狊犻狊狋狀犲狑犿犲犿犫犲狉狊狅犳狋犺犲犳狌狀狀犲犾犪狀犱狋狅犿犪犽犲狊狌狉犲狋犺犪狋犲狏犲狉狔狅狀犲犺犪狊狋犺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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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狋犺犲狔狀犲犲犱狋狅犮狅狀狋狉犻犫狌狋犲狉犲犮狅狉犱狊狋犺狉狅狌犵犺狋犺犲犳狌狀狀犲犾．

犐犮狅狀狋犻狀狌犲狋狅狉犲犮犲犻狏犲狉犲狇狌犲狊狋狊犳狉狅犿犾犻犫狉犪狉犻犪狀狊狋狅犼狅犻狀狋犺犲犛犆犈犔犆犉狌狀狀犲犾狆狉狅犼犲犮狋．犜犺犲狊犲犾犻犫狉犪狉犻犪狀狊

犳犪犮犲犲狓犪犮狋犾狔狋犺犲狊犪犿犲狊犻狋狌犪狋犻狅狀犐犱犻犱狋犲狀狔犲犪狉狊犪犵狅：狋犺犲狔犪狉犲狊犲犪狉犮犺犻狀犵犳狅狉犪犳狌狀狀犲犾狆狉狅犼犲犮狋狋犺犪狋

狑犻犾犾犪犮犮犲狆狋狋犺犲犿犪狀犱犪犾犾狅狑狋犺犲犿狋狅狊狌犫犿犻狋狌狀犻狇狌犲犖犃犚狊．犈狏犲狀犻犳狋犺犲犾犻犫狉犪狉狔犺犪狊狀狅狋犼狅犻狀犲犱

犛犆犈犔犆，狑犲犪犮犮犲狆狋狋犺犲犿犻狀狋狅狋犺犲犳狌狀狀犲犾狆狉狅犼犲犮狋．犕狅狉犲狆犪狉狋犻犮犻狆犪狋犻狅狀犺犲犾狆狊犲狏犲狉狔狅狀犲．犜犺犲

犮犪狋犪犾狅犵犲狉狑犺狅犺犪狊狆犪狊狊犲犱狉犲狏犻犲狑犲狀犼狅狔狊犺犪狏犻狀犵犿狅狉犲狅狆狆狅狉狋狌狀犻狋犻犲狊狋狅狆狉犪犮狋犻犮犲，犛犆犈犔犆犺犪狊

犪犾狑犪狔狊犺犪犱犪狀犲狋犺狅狊狅犳犪犮犮犲狆狋犻狀犵犪狀狔犿犲犿犫犲狉狑犺狅狆犪狉狋犻犮犻狆犪狋犲狊犻狀犪犮狅狀狊狋狉狌犮狋犻狏犲犿犪狀狀犲狉，犪狀犱犪犾犾

犾犻犫狉犪狉犻犲狊狀犲犲犱犪狌狋犺狅狉犻狕犲犱犺犲犪犱犻狀犵狊．犈狏犲狉狔犫狅犱狔狑犻狀狊．

犓犲狔狊犳狅狉狊狌犮犮犲狊狊：

●　犐狀犮犾狌犱犲犪狊犿犪狀狔犾犻犫狉犪狉犻犪狀狊犪狊狆狅狊狊犻犫犾犲狊狅狋犺犪狋狀狅狅狀犲犻狀犱犻狏犻犱狌犪犾犻狊狅狏犲狉狑犺犲犾犿犲犱狑犻狋犺

犿狅狉犲狑狅狉犽狋犺犪狀犺犲犮犪狀犱狅．

●　犝狊犲犮狅犿犿狌狀犻犮犪狋犻狅狀狉犲狊狅狌狉犮犲狊犪狏犪犻犾犪犫犾犲狋狅狔狅狌（犲．犵．：犜犺犲犔犻狊狋犛犲狉狏）．

●　犝狋犻犾犻狕犲狋犺犲犽狀狅狑犾犲犱犵犲，犲狓狆犲狉犻犲狀犮犲犪狀犱犪犱狏犻犮犲狅犳狅狋犺犲狉狊狑犺狅犺犪狏犲犱狅狀犲狋犺犻狊狑狅狉犽

犫犲犳狅狉犲．

●　犇犲犾犲犵犪狋犲犪狀犱狊犺犪狉犲，犾犲狋狅狋犺犲狉狊犺犪狏犲狋犺犲狅狆狆狅狉狋狌狀犻狋狔狋狅狊犺犻狀犲犪狀犱狋狅狅犫狋犪犻狀狊狅犿犲

犲狓狆狅狊狌狉犲犱狅狀狋犺狅犵狋犺犲狊狆狅狋犾犻犵犺狋．

●　犕犪犽犲犼狅犻狀犻狀犵犪狀犱狆犪狉狋犻犮犻狆犪狋犻狀犵犪狊犲犪狊狔犪狊狆狅狊狊犻犫犾犲犱狅狀狅狋犮狉犲犪狋犲犳狅狉犿狊狅狉犫狌狉犲犪狌犮狉犪狋犻犮

狆狉狅犮犲狊狊犲狊狌狀犾犲狊狊犪犫狊狅犾狌狋犲犾狔狀犲犮犲狊狊犪狉狔狅狉狉犲狇狌犻狉犲犱犫狔犾犪狑．

●　犕犪犽犲狋犺犲狋狉犪犻狀犻狀犵犻狀犲狓狆犲狀狊犻狏犲狅狉犳狉犲犲．

犠犺犪狋犿狅狋犻狏犪狋犲狊犻狀犱犻狏犻犱狌犪犾犾犻犫狉犪狉犻犪狀狊狋狅狆犪狉狋犻犮犻狆犪狋犲犻狀犮狅狅狆犲狉犪狋犻狏犲狅狉犵犪狀犻狕犪狋犻狅狀狊狑犺犲狀狋犺犪狋狑狅狉犽

犱狅犲狊狀狅狋犪犾狑犪狔狊犫犲狀犲犳犻狋狋犺犲犻狉犾犻犫狉犪狉狔犱犻狉犲犮狋犾狔？

●　犐狋犪犾犾狊狋犪狉狋狊狑犻狋犺犪狀狌狀犱犲狉狊狋犪狀犱犻狀犵狋犺犪狋犾犻犫狉犪狉犻犲狊犪狀犱犾犻犫狉犪狉犻犪狀狊犺犪狏犲犪犮犺狅犻犮犲：犮狅狅狆犲狉犪狋犲

狅狉狑犻狋犺犲狉犪狑犪狔．犃狀狔犵犻狏犲狀犾犻犫狉犪狉狔犮犪狀狀狅狋犳狌狀犮狋犻狅狀犻狀犱犲狆犲狀犱犲狀狋犾狔．

●　犝狀犱犲狉狊狋犪狀犱狋犺犪狋犮狅狅狆犲狉犪狋犻狅狀狊狅犿犲狋犻犿犲狊犫犲狀犲犳犻狋狊犾犻犫狉犪狉犻犲狊犻狀犱犻狉犲犮狋犾狔．犈狓犪犿狆犾犲：狔狅狌

狆犲狉犳狅狉犿狊狅犿犲狑狅狉犽狑犺犻犮犺犱狅犲狊狀狅狋狆犲狉狋犪犻狀狋狅狔狅狌狉犾犻犫狉犪狉狔，狊狅犿犲狅狀犲狌狊犲狊狔狅狌狉狑狅狉犽．

犅狌狋狋犺犲狀犪狀狅狋犺犲狉狆犲狉狊狅狀犱狅犲狊狊狅犿犲狑狅狉犽狑犺犻犮犺犱狅犲狊犫犲狀犲犳犻狋狔狅狌狉犾犻犫狉犪狉狔．

●　犆犪狉犲犲狉．犃狊狋犺犲犾犻犫狉犪狉狔狆狉狅犳犲狊狊犻狅狀狉犲犮狅犵狀犻狕犲狊狋犺犲狏犪犾狌犲狅犳犮狅狅狆犲狉犪狋犻狏犲犪狉狉犪狀犵犲犿犲狀狋狊，

狋犺狅狊犲狑犺狅狆犪狉狋犻犮犻狆犪狋犲犻狀狊狌犮犺狆犲狉犳狅狉犿狋犺犲“犺狅狋狋犲狊狋”狑狅狉犽犪狀犱犵犪犻狀犪狋狋犲狀狋犻狅狀犳狉狅犿狋犺犲

犿狅狊狋狆犲狅狆犾犲．犈狓狆狅狊狌狉犲狋狅狀狌犿犲狉狅狌狊狅狋犺犲狉犾犻犫狉犪狉犻犪狀狊犪狀犱狆狅狋犲狀狋犻犪犾犲犿狆犾狅狔犲狉狊．

●　犆狅狊狋犲犳犳犲犮狋犻狏犲狀犲狊狊．犆狅狅狆犲狉犪狋犻狏犲犪狉狉犪狀犵犲犿犲狀狋狊狋犺犪狋狌狋犻犾犻狕犲犮狉犲犱犻狋犳狅狉犮狅狀狋狉犻犫狌狋犻狅狀犿狅犱犲犾

犮犾犲犪狉犾狔狊犺狅狑狊犮狅狊狋狊犪狏犻狀犵狊狋狅犪犱犿犻狀犻狊狋狉犪狋狅狉狊．

●　犆狅狊狋犲犳犳犲犮狋犻狏犲狀犲狊狊狆犪狉狋２：犵狉狅狌狆狆狌狉犮犺犪狊犻狀犵狅犳犺犻犵犺狆狉犻犮犲犱狉犲狊狅狌狉犮犲狊（犲．犵．：犇犪狋犪犫犪狊犲



４０５　　 ———

狊狌犫狊犮狉犻狆狋犻狅狀狊）．犜犺犲犮犪狊犲狅犳犛犆犈犔犆，狑犺犻犮犺犺犪狊狀狅狑犵狉狅狑狀犾犪狉犵犲狉狋犺犪狀狋犺犲犝犆犪狀犱犆犪犾

犛狋犪狋犲狊狔狊狋犲犿狊狑犺犻犮犺犻狀犻狋犻犪犾犾狔狉犲犼犲犮狋犲犱犮狅狅狆犲狉犪狋犻狅狀．

●　犃犾犾犾犻犫狉犪狉犻犪狀狊狆犪狉狋犻犮犻狆犪狋犻狀犵犺犪狏犲犪狀犻狀狋犲狉犲狊狋犻狀犲狏犲狉狔狅狀犲狌狆犺狅犾犱犻狀犵狋犺犲狇狌犪犾犻狋狔狊狋犪狀犱犪狉犱狊，

犪犾犾狆犪狉狋犻犮犻狆犪狋犲犻狀狇狌犪犾犻狋狔犮狅狀狋狉狅犾．

犚犲犳犲狉犲狀犮犲狊

［１］犆犪狉狉狅犾犾，犉狉犪狀犮犲狊犔犪狏犲狉狀犲，犲犱．犐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犔犻犫狉犪狉犻犪狀狊犺犻狆：犮狅狅狆犲狉犪狋犻狅狀犪狀犱犮狅犾犾犪犫狅狉犪狋犻狅狀

（犔犪狀犺犪犿，犕犇：犛犮犪狉犮狉狅狑，２００１）．

［２］犇狅狀犵，犈犾犪犻狀犲犡犻犪狅犳犲狀犪狀犱犣狅狌，犜犻犿犑犻狆犻狀犵（犕犪狉犮犺２００９）．犔犻犫狉犪狉狔犆狅狀狊狅狉狋犻犪犻狀犆犺犻狀犪．犔犐犅犚犈犛

犔犻犫狉犪狉狔犪狀犱犐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犛犮犻犲狀犮犲犚犲狊犲犪狉犮犺犈犾犲犮狋狉狅狀犻犮犑狅狌狉狀犪犾犞狅犾狌犿犲１９，犐狊狊狌犲１，犺狋狋狆：／／犾犻犫狉犲狊．

犮狌狉狋犻狀．犲犱狌．犪狌／犾犻犫狉犲狊１９狀１／犇狅狀犵＿犈狊狊犪狔＿犗狆．狆犱犳

［３］犆狅狅狆犲狉犪狋犻狏犲犆犪狋犪犾狅犵犻狀犵犘狉狅犵狉犪犿狊犪狋狋犺犲犔犻犫狉犪狉狔狅犳犆狅狀犵狉犲狊狊：犺狋狋狆：／／狑狑狑．犾狅犮．犵狅狏／犮犪狋犱犻狉／犮狆狊狅／

犮狅狅狆犮犪狋狆狉狅犵．犺狋犿犾

［４］犘狉狅犵狉犪犿犳狅狉犆狅狅狆犲狉犪狋犻狏犲犆犪狋犪犾狅犵犻狀犵犺狅犿犲狆犪犵犲：犺狋狋狆：／／狑狑狑．犾狅犮．犵狅狏／犪犫犪／狆犮犮／

［５］犛犆犈犔犆（犛狋犪狋犲狑犻犱犲犆犪犾犻犳狅狉狀犻犪犈犾犲犮狋狉狅狀犻犮犔犻犫狉犪狉犻犲狊）犆狅狀狊狅狉狋犻狌犿狑犲犫狊犻狋犲：犺狋狋狆：／／狊犮犲犾犮．狅狉犵／

［６］犛犆犈犔犆狉犲狇狌犻狉犲犿犲狀狋狊犳狅狉犼狅犻狀犻狀犵：犺狋狋狆：／／狊犮犲犾犮．狅狉犵／犪狆狆犾犻犮犪狋犻狅狀

［７］犕狅狉狋犪狕犪犓狅犽犪犫犻（１９９５），犜犺犲犻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犻狕犪狋犻狅狀狅犳 犕犃犚犆：犘犪狉狋犐：狋犺犲犲犿犲狉犵犲狀犮犲犪狀犱

犱犻狏犲狉犵犲狀犮犲狅犳犕犃犚犆，犔犻犫狉犪狉狔犚犲狏犻犲狑，狏狅犾．４４犐狊狊：４狆狆．２１—３５．犺狋狋狆：／／犱狓．犱狅犻．狅狉犵／１０．１１０８／

００２４２５３９５１００８９７３２

［８］犕狅狉狋犪狕犪犓狅犽犪犫犻（１９９５），犜犺犲犻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犻狕犪狋犻狅狀狅犳犕犃犚犆：犘犪狉狋犐犐：狊狅犿犲犕犃犚犆犳狅狉犿犪狋狊犫犪狊犲犱

狅狀犝犛犕犃犚犆．犔犻犫狉犪狉狔犚犲狏犻犲狑，狏狅犾．４４犐狊狊：６狆狆．３８—４５．犺狋狋狆：／／犱狓．犱狅犻．狅狉犵／１０．１１０８／

００２４２５３９５１００９３６８３

［９］犕狅狉狋犪狕犪犓狅犽犪犫犻，（１９９６）犜犺犲犻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犻狕犪狋犻狅狀狅犳犕犃犚犆狆犪狉狋犐犞：犝犖犐犕犃犚犆，狊狅犿犲犳狅狉犿犪狋狊

犫犪狊犲犱狅狀犻狋犪狀犱狊狅犿犲狅狋犺犲狉犕犃犚犆犳狅狉犿犪狋狊．犗犆犔犆犛狔狊狋犲犿狊牔犛犲狉狏犻犮犲狊，狏狅犾．１２犐狊狊：４狆狆．２０—３７．

犺狋狋狆：／／犱狓．犱狅犻．狅狉犵／１０．１１０８／１０６５０７５９６１０１５４０００

［１０］犅犻犫犾犻狅犵狉犪狆犺犻犮犉狅狉犿犪狋狊犪狀犱犛狋犪狀犱犪狉犱狊，犗犆犔犆：犺狋狋狆：／／狑狑狑．狅犮犾犮．狅狉犵／犫犻犫犳狅狉犿犪狋狊／犲狀／犪犫狅狌狋／

犱犲犳犪狌犾狋．狊犺狋犿

［１１］犆狉犻狊犿狅狀犱，犔犻狀犱犪犉．犙狌犪犾犻狋狔犻狊狊狌犲狊犻狀狉犲狋狉狅狊狆犲犮狋犻狏犲犮狅狀狏犲狉狊犻狅狀狆狉狅犼犲犮狋狊．犔犻犫狉犪狉狔狉犲狊狅狌狉犮犲狊牔狋犲犮犺狀犻犮犪犾

狊犲狉狏犻犮犲狊狏狅犾．２５，犐狊狊狌犲１，狆．４８—５５．犺狋狋狆：／／犱狅狑狀犾狅犪犱狊．犪犾犮狋狊．犪犾犪．狅狉犵／犾狉狋狊／犾狉狋狊狏２５狀狅１．狆犱犳

［１２］犎犲犾犵犲，犅狉犻犪狀（１９８７）犉犻狏犲犾犻犫狉犪狉犻犪狀狊狋犪犾犽犪犫狅狌狋狇狌犪犾犻狋狔犮狅狀狋狉狅犾犪狀犱狋犺犲犗犆犔犆犱犪狋犪犫犪狊犲．犗犆犔犆

犖犲狑狊犾犲狋狋犲狉狀狅．１６９，狆狆．１８—２６．

［１３］犑狅犺狀狊狅狀，犑狌犱犻狋犺犑犪狀犱犑狅狊犲犾，犆犾犪犻狉犛．（１９８１）犙狌犪犾犻狋狔犆狅狀狋狉狅犾犪狀犱狋犺犲犗犆犔犆犇犪狋犪犅犪狊犲：犃犚犲狆狅狉狋

狅狀犈狉狉狅狉犚犲狆狅狉狋犻狀犵．犔犻犫狉犪狉狔狉犲狊狅狌狉犮犲狊牔狋犲犮犺狀犻犮犪犾狊犲狉狏犻犮犲狊狏狅犾．２５，犐狊狊狌犲１，狆．４０—４７．犺狋狋狆：／／

犱狅狑狀犾狅犪犱狊．犪犾犮狋狊．犪犾犪．狅狉犵／犾狉狋狊／犾狉狋狊狏２５狀狅１．狆犱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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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机构知识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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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开放民主、信息成本、
智能资本和被引率，高校都应构

建自己的机构知识库，因为机构

知识库具有明确职责、方便评价

和提升大学排名等优势。本文探

讨了高校机构知识库在内容征集

和推广策略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开放获取，机构知识库，
高等学校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犐狀狅狉犱犲狉狋狅狆狉狅犿狅狋犲狅狆犲狀

犪犮犮犲狊狊狋狅犪犮犪犱犲犿犻犮狆狌犫犾犻犮犪狋犻狅狀狊，犮狅狀

狋犪犻狀 狋犺犲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 犿犪狀犪犵犲犿犲狀狋

犮狅狊狋，犪狀犱犾犲狏犲狉犪犵犲犻狀狊狋犻狋狌狋犻狅狀犪犾犻狀狋犲犾

犾犲犮狋狌犪犾狅狌狋狆狌狋狊犪狀犱犻犿狆狉狅狏犲狋犺犲犻狉犪犮

犮犲狊狊犻犫犻犾犻狋狔犪狀犱犮犻狋犪狋犻狅狀狉犪狋犲狊，狌狀犻狏犲狉狊犻

狋犻犲狊狊犺狅狌犾犱犫狌犻犾犱狋犺犲犻狉狅狑狀犻狀狊狋犻狋狌狋犻狅狀

犪犾狉犲狆狅狊犻狋狅狉犻犲狊（犐犚）．犜犺犻狊狆犪狆犲狉犱犻狊

犮狌狊狊犲狊狋犺犲犻犿狆狅狉狋犪狀犮犲狅犳犮犾犲犪狉犾狔犱犲

犳犻狀犲犱狉犲狊狆狅狀狊犻犫犻犾犻狋犻犲狊犻狀狋犺犲犿犪狀犪犵犲

犿犲狀狋狅犳犐犚狋犺犪狋犾犲犪犱狋狅犿犲犪狊狌狉犲犿犲狀狋

犪狀犱犪犮犮狅狌狀狋犪犫犻犾犻狋狔狅犳犐犚犪狀犱狋犺犲犻犿

狆狉狅狏犲犿犲狀狋狅犳狋犺犲犻狀狊狋犻狋狌狋犻狅狀狊狉犪狀犽犻狀犵
犻狀犪犮犮狉犲犱犻狋犪狋犻狅狀．犜犺犻狊狆犪狆犲狉犪犾狊狅犱犻狊

犮狌狊狊犲狊犮犺犪犾犾犲狀犵犲狊犪狀犱犻狊狊狌犲狊犻狀犲狊狋犪犫

犾犻狊犺犻狀犵犐犚狆狅犾犻犮犻犲狊，犱犲狏犲犾狅狆犻狀犵犮狅犾犾犲犮

狋犻狅狀狊犲犾犲犮狋犻狅狀犮狉犻狋犲狉犻犪，犪狀犱犪狉狋犻犮狌犾犪

狋犻狀犵犐犚狆狉狅犿狅狋犻狅狀狊狋狉犪狋犲犵犻犲狊．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狅狆犲狀犪犮犮犲狊狊，犻狀狊狋犻狋狌狋犻狅狀犪犾

狉犲狆狅狊犻狋狅狉狔，狌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　

　　开放获取（犗狆犲狀犪犮犮犲狊狊，犗犃）就是网页内的所有内容

均开放自由获取，包括取阅、转载、传递与收藏。犗犃四个

最重要的渠道［１］：同行评审的科学期刊（犲犾犲犮狋狉狅狀犻犮，

狉犲犳犲狉犲犲犱，狊犮犻犲狀狋犻犳犻犮狆犲狉犻狅犱犻犮犪犾狊）、特定研究领域的预印本

服务器［狉犲狊犲犪狉犮犺犪狉犲犪狊狆犲犮犻犳犻犮犪狉犮犺犻狏犲（犲狆狉犻狀狋）狊犲狉狏犲狉狊］、

高校机构知识库和作者的个人主页（狊犲犾犳狆狅狊狋犻狀犵狅狀

犪狌狋犺狅狉狊犺狅犿犲狆犪犵犲狊）。

机构知识库（或称机构仓储、机构典藏，犐狀狊狋犻狋狌狋犻狅狀犪犾

狉犲狆狅狊犻狋狅狉狔，犐犚）是指机构将其内部成员的研究产出以数

字资源保存，并且开放获取。犆犾犻犳犳狅狉犱的定义［２］：一个大

学向其成员提供的、用以管理和传播该大学及其成员所

创造的电子资料的一系列服务。犐犚对内统一保存机构的

研究产出，对外彰显其研究成果，可提供检索与索引等衍

生的信息服务，促进图书馆和研究人员的合作，有助于学

术传播。



４０７　　 ———

!! ºR ,- 0z{

!"!'å½�¢Çz
网络民主意味着网络没有任何预设的价值观或道德观，各种信息公平竞争。从科学

的精神与学术传播的本质来看，学术信息传播当然应该由学术生产者与终端使用者控制，

而非交给以营利为目的的传播媒体。网络民主的现实使得学术界必须发挥学术良知，尽

其所能散布学术的真善美，引导人类的进步。无论是学者个人或是研究机构，理应主动捍

卫自身的学术产出及传播权利，使之能合理合法且自由开放地呈现。经由犗犃的犐犚恰

是最佳途径。

传统的学术传播，无论纸本或是电子文件，多半是由营利性期刊与出版社所控制，订

购费用的门槛对于学术传播无疑是个障碍，更剥夺了学者与学术机构在学术传播上的自

主。因此基于学术自主的原则、学术传播的天职与网络民主的现实，学术机构建立犐犚成

为对社会应尽的责任，高校与研究机构的经费因来自公共部门更是如此。学者理应尽其

所能，配合其所属机构全力建构犐犚，以降低营利机构造成的人为障碍，在法律许可的范围

内，通过网络将研究成果开放获取与传播。

!"#'å½et
在面临教育经费短缺及竞争压力环境下，图书馆购置教学研究所需馆藏资源的经费

保障也受到挑战。加之书刊订费成本增加，导致书刊资源典藏不丰，不但影响研究的质

量，也会降低教学的效果。

学者无偿的提供论文发表研究成果，但却完全由经营者控制、传播，并收取高额的订

阅费。研究型大学图书馆对免费的犗犃期刊将越来越采取接受与开放的态度，且会越来

越倚重。电子期刊的成本远低于纸本期刊，传统的馆藏发展与征集方式，需更经济地审视

新的多元渠道，犐犚系统即是以最低经费扩充研究资源的方式。价格昂贵的学术期刊或电

子数据库，论文引用率未必与费用成正比。若仅单单一所高校教师愿意将所有著作交付

所属犐犚，也只是高校所需期刊论文中的一小部分。但是，当大部分高校与学术机构都全

面实施犐犚，其叠加效果就相当于所有重要的学术论文都开放获取，即当犐犚普及时，分散

在不同期刊的重要论文，无论是纸本或电子文件，只需到其不同作者所属高校犐犚网址免

费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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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开始构建自己的犐犚系统，成本几乎取自图书馆原有的人力与设备，系统软件也

都采用免费开源（犗狆犲狀狊狅狌狉犮犲）软件，其他如复印等业务费、保存数字化成本可能需依赖

额外的经费支出，保存内容的征集则是最重要的成本。对长期构建犐犚的策略而言，可先

征集免费的论文，未来再考虑购置重要期刊论文的版权成本。犐犚后续系统维护和内容征

集的成本，与传统采购学术期刊的成本相比，均已大幅降低。未来通过全球犐犚系统的交

流与共享，研究者得以享有更丰富便利的研究资源，以缓解经费紧缩、出版社价格垄断等

影响馆藏征集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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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的被引率（犆犻狋犪狋犻狅狀狉犪狋犲）是衡量其品质的量化标准之一。就在国际科学杂

志上发表的论文数量而言，中国已以火箭速度上升至第二位，但被国际引用次数却相对偏

低。除了受限于研究课题的区域性外，获取成果论文的方法繁复，导致透明度不佳也是主

要原因。因此，若各高校及研究机构能够建立起自己的犐犚，使研究成果能够被检索和下

载，势必能大幅提高论文的透明度与影响力。随着网络发展，许多实证研究均证明网络

犗犃的全文论文被引用几率将大幅提升。犗犃和非犗犃文章的引用率，检验多位作者、作

者一生的出版量和影响、投稿路径、通讯作者国籍、资金组织和学科领域，发现犗犃文章在

出版后４至１０个月内有两倍以上的被引用率［３］。除引用率，犗犃在使用者数目与跨领域

合作上也具有明显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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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资本（犐狀狋犲犾犾犲犮狋狌犪犾犮犪狆犻狋犪犾）是指个人与团队能为机构带来竞争优势的一切知识与

能力的总和，包含文章、期刊文献、个案研究、书籍等，借由如犐犚技术平台，搜罗机构产出

的智能资本，使其得以在学术社群间交流分享。随着数字科技的发展，数字典藏（犇犻犵犻狋犪犾

狉犲狆狅狊犻狋狅狉犻犲狊）朝向知识分享与管理新技术发展，搜集、保存、索引并分享机构产出的智能资

本，即学术出版品（犛犮犺狅犾犪狉犾狔狆狌犫犾犻犮犪狋犻狅狀狊）和教材（犜犲犪犮犺犻狀犵犿犪狋犲狉犻犪犾狊）。

高校通常是以教职员和学生产出的智慧产品作为犐犚的基础，提供高校开放获取，

增加学术传播的速度与研究成果的影响力，并增加该学校的声誉，以获得政府及各界赞

助的研究经费。将犐犚定义为征集、保存单一或数所高校的智慧产出，以进行数字资源

长期保存及开放获取，借由集中管理呈现整体学术成果，增加高校的知名度、地位与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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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价值等，进一步提供新的学术出版品数字资源长期保存模式。犐犚能汇集、保存，使高

校的智能资本被广泛获取，并建构起全球化的分布式系统（犌犾狅犫犪犾狊狔狊狋犲犿狅犳犱犻狊狋狉犻犫狌狋犻狅狀）

及互操作的典藏库（犐狀狋犲狉狅狆犲狉犪犫犾犲狉犲狆狅狊犻狋狅狉犻犲狊），提供一个新形态的学术出版及传播

模式。　

在目前学术传播的系统下，许多机构学术产出的智能资本分散在各个学术期刊中，

通过犐犚便能将这些散落的智慧结晶汇集起来，并易于证明其科学价值、社会价值和经

济价值。因此，犐犚使评估高校生产力和声望的机制更为完整，以学术透明度对照其学

术质量，并将其价值反映于实际利益，最终借由高校地位和声誉的提升，获得更多的经

费资助。

犐犚提供一个集中化数字资源长期保存方式，以彰显研究成果、促进学术传播及竞争

力，降低营利性学术期刊的垄断，并可作为衡量机构研究质量的指标，成为高校或机构的

学术资产管理系统：对内是科研人员的研究交流平台，记录高校研究传承与发展；对外则

展现科研实力，提高学术成果的透明度与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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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聘用研发人员所产生的研究成果，应当属于该高校。然而当今学界却有类似

的情况：高校聘任的教师与研究人员，接受高校的薪酬、利用高校的软硬件资源，或以高

校所赋予的身份获得研究经费，但却将研究成果论文发表于营利期刊，高校却需负担期

刊订费才能取得这些论文。学者应正视研究出资机构的权利，来改善这种不合理的现

象。高校既已供给教师稳定的薪酬与软硬件设施从事研究，理应享有如同出资机构相

同的权利。

总之，无论从学术道德、社会正义、法律或是经济层面考虑，学者均应该积极参与高校

所实施的开放获取的犐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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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学术研究赞助机构会要求受资助的研究者将其研究报告或相关论文开放于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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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网站上，包括犗犃的犐犚模式，此乃授予研究经费的条件之一。所有的鼓励与要求皆

是为了提升学术研究而推动，使研究成果能更有效率地传播与交流。高校教师任务包含

研究，学校提供研究经费和资源给教师，理应有取得研究成果的权利，因此教师提交其研

究成果应视为职责的一部分。高校若采取犐犚政策，等于宣告研究和教学同为教师职责，

应将公共部门资助的学术成果公诸于世，因此积极参与犐犚是一种明确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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犐犚与自我典藏最明显的差异在于前者是凝聚的群体，而后者为零散的个体。群聚效

益使得整体大于部分之和，针对此完整与整体性特征，犐犚可进一步制作目录与索引，甚至

以全文检索提升搜索效率，１＋１的效率远远大于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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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高校的评价时可借助犐犚平台，直接点击院系教师的著作目录和论文，检验研究

产出。教师与研究人员的晋升、评价及各项奖励，各学院评估考核等所需的个人研究成

果，均应由本校犐犚系统输出相关数据为依据。评价单位通过犐犚系统便能检索核查教师

产出，简化了评价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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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研究偶有抄袭等违反学术道德的弊端发生，若学者著作有极高的透明度、容易获

得，其著作被抄袭的几率应会有效降低。从积极面来看，犐犚帮助学者了解相关的研究，增

进学术合作交流；因荣誉感的驱使，形成同行间的良性竞争，使研究质量得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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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网络计量研究中心（犆犲狀狋狉犲犳狅狉犛犮犻犲狀狋犻犳犻犮犐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犪狀犱犇狅犮狌犿犲狀狋犪狋犻狅狀，

犆犐犖犇犗犆犆犛犐犆）网络实验室 （犔犪犫狅狉犪狋狅狉狔狅犳犐狀狋犲狉狀犲狋）年度世界大学网络排名

（犠犲犫狅犿犲狋狉犻犮狊犚犪狀犽犻狀犵狊狅犳犠狅狉犾犱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犻犲狊），依现有大学网络学术表现进行全球性评

比，每年一月、七月分别公布一次排名，其指标包含规模（犛犻狕犲）与透明度（犞犻狊犻犫犻犾犻狋狔）两大

类。犐犚应为提升网络排名最积极的有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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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犐犚面临的第一个障碍就是内容的征集。征集犐犚内容的策略常见有三种：

犅狅狋狅犿狌狆犪狆狆狉狅犪犮犺作者自发性存档、犕犲犱犻犪狋犲犱狊狌犫犿犻狊狊犻狅狀中介者上传、犜狅狆犱狅狑狀

犪狆狆狉狅犪犮犺机构政策性典藏。无论是由第三者协助上传或强制性政策规范提交著作，由作

者自我上传仍是犐犚内容发展的最终目标，也是犐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高校及图书馆应

规划完善配套措施，包括清楚简明的上传指南、著作权授权等，以吸引作者本人愿意自行

上传。

$"#'ÝlRwÞR
进行犐犚需要处理两方面的著作权问题：从专家学者处搜集资料时，必须确保犐犚在

散布及保存上的权利；散布内容资料给一般使用者时，须兼顾开放获取与著作权保障之间

的平衡。图书馆可提供犐犚的著作权服务可包括：提供著作权确认的工作流程（犛犗犘），以

方便师生参考犛犗犘作为上传的著作权处理策略流程，取得合法授权；其二是提供出版社

授权查询服务，从而上传符合要求的版本。

$"$'GH�
常见的推广宣传活动或营销手法如发行小册子、张贴公告于学校或图书馆网站、校讯

校报等，亦可主动在教师会议或院系行政会议进行简报宣传，其中由教职员亲自推荐犐犚

是最有效的宣传推广策略。此外，通过奖励计划，提供经费进行开发，提交数字内容于犐犚

中；使用经费奖金激励院系回溯大量且丰富的数字内容，建立起教师对自我典藏的共识，

进而以具体行动支持高校犐犚，可谓是成功的推广策略。

$"%'Ùß67
研究者、作者是决定犗犃成功的关键，原因在于他们拥有学术成果的著作权。除了提

高研究者对犐犚的认同度外，必须加以系统功能扩展，推广增值服务，以增加高校及教师

参与的积极性。还可与图书馆馆藏目录及其他资源整合，目的都是在使学术成果有更多

的获取渠道，增加犐犚内容被引用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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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在犐犚发展扮演重要的推动与执行角色：包括服务与技术管理者，前者管理有

关人方面的犐犚事项如政策、营销推广、人员训练与联系沟通者的角色；后者则处理技术

面的犐犚运作，如个性化、维护管理软件、制订诠释数据与维护质量、编制统计报表并追踪

犐犚技术课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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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完整全面的保存，从回溯过去的数据开始着手，利用已存于系统内的著作以起到示

范作用，对短时间内征集学术著作并扩充系统数据量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运用各种可行

的推广策略，不仅明确改进的方向，也能够吸引研究人员自主参与；倚赖学科馆员与教师

的联系渠道，准确掌握研究人员的学术产出，增进犐犚文献的搜集效率；由高校将犐犚纳入

教师晋升、院系评估和高校评估的统计项目，进一步采取奖励办法等配套措施，能有效落

实犐犚，完整呈现高校学术成果，达到可持续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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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犅犼狉犽，犅犆．犗狆犲狀犪犮犮犲狊狊狋狅狊犮犻犲狀狋犻犳犻犮狆狌犫犾犻犮犪狋犻狅狀狊犪狀犪狀犪犾狔狊犻狊狅犳狋犺犲犫犪狉狉犻犲狉狊狋狅犮犺犪狀犵犲？［犑］．

犐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犚犲狊犲犪狉犮犺，２００４，９（２）：１７０．

［２］犆犾犻犳犳狅狉犱犃．犔狔狀犮犺．犐狀狊狋犻狋狌狋犻狅狀犪犾犚犲狆狅狊犻狋狅狉犻犲狊：犈狊狊犲狀狋犻犪犾犐狀犳狉犪狊狋狉狌犮狋狌狉犲犳狅狉犛犮犺狅犾犪狉狊犺犻狆犻狀狋犺犲

犇犻犵犻狋犪犾犃犵犲［犈犅／犗犔］．［２０１２０１０４］．犺狋狋狆：／／狑狑狑．犪狉犾．狅狉犵／狉犲狊狅狌狉犮犲狊／狆狌犫狊／犫狉／犫狉２２６／

犫狉２２６犻狉．狊犺狋犿犾．

［３］犌犪狌犾犲，犘．牔犕犪狔狊狋狉犲，犖．犌犲狋狋犻狀犵犮犻狋犲犱：犇狅犲狊狅狆犲狀犪犮犮犲狊狊犺犲犾狆？［犈犅／犗犔］．［２０１２０１０４］．

犺狋狋狆：／／犮犱犿犻狋．犲狆犳犾．犮犺／狉犲狆犲犮／犮犿犻狑狆犪狆犲狉／犮犲犿犻狑狅狉犽犻狀犵狆犪狆犲狉２００８００７．狆犱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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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雷（１９６７—　）男　副教授　研究兴趣：数字图书馆　知识组织

通讯地址：山东省济南市济微路１０６号　济南大学图书馆（邮编：２５００２２）

电子邮箱：狑狌犾犲犻２７６＠１６３．犮狅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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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信息时代优势品牌的打造

———成都图书馆地方文献数据库建设

实践谈

□ lmnlmnlmnl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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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就新信息时代环境
下，地方文献建设应该如何把握

新的机遇与挑战，学习先进经验，

借助自身优势，打造具有独特品

牌价值和地域文化特色的文献资

源综合数据库进行了分析。并结

合实际工作中实践与体会，提出

了地方文献数据库建设可持续化

发展的措施与思考。

$%&#图书馆，成都地方文献，
数据库建设，乡土教育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犜犺犻狊狆犪狆犲狉犪狀犪犾狔狊犲狊犺狅狑，

犻狀狋犺犲狀犲狑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犪犵犲，犫狔犳狅犾

犾狅狑犻狀犵狀犲狑狅狆狆狅狉狋狌狀犻狋犻犲狊犪狀犱犮犺犪犾犾犲狀

犵犲狊，犾犲犪狉狀犻狀犵犳狉狅犿狀犲狑犲狓狆犲狉犻犲狀犮犲狊，

犪狀犱狋犪犽犻狀犵犪犱狏犪狀狋犪犵犲狊狅犳犻狋狊狅狑狀

狊狋狉犲狀犵狋犺狊，犪犾犻犫狉犪狉狔犮犪狀犮狉犲犪狋犲犪犱犪

狋犪犫犪狊犲狅犳犾狅犮犪犾犮狌犾狋狌狉犪犾狉犲狊狅狌狉犮犲狊

狑犻狋犺犻狋狊狅狑狀狌狀犻狇狌犲犮犺犪狉犪犮狋犲狉犻狊狋犻犮狊．

　　成都图书馆始建于１９１２年，时称四川图书馆，至今已

有百年历史，馆藏文献总量１４５万册。其中，古籍线装书

８９９５种，７２９９１册，内有明清善本３６６２册；期刊１万种，

１０万册；报纸５００种，３．５万册。馆藏的地方文献内容丰

富，涉及广泛，有着浓郁的地方特色及无可替代的价值。

如此众多的资源面对广大读者开放，而利用率偏低却令人

有些遗憾。因此，有必要将地方文献数字化，建立专题数

据库，通过地方文献网站快速、准确地向读者提供馆藏地

方文献信息，让更多人民群众能以最直观、最便捷的方式

共享馆藏资源，从而实现地方文献价值的最大化。

随着“云计算”、“犠犲犫挖掘”、“信息可视化”等新概念

在数字图书馆发展中的研究和应用，信息资源建设和共享

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作为成都地区文化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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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犃狊狊狌犿犻狀犵狋犺犲犲狓犻狊狋犲狀犮犲狅犳犾狅犮犪犾

犽狀狅狑犾犲犱犵犲犪狀犱犲狓狆犲狉犻犲狀犮犲，狋犺犻狊狆犪

狆犲狉犪犾狊狅狊狌犵犵犲狊狋狊犺狅狑狋犺犻狊犿犻犵犺狋犫犲

犱狅狀犲，犪狀犱狋犺犲狆犻狋犳犪犾犾狊犪狋狋犲狀犱犪狀狋狅狀

犱犲狏犲犾狅狆犻狀犵狊狌犮犺犪犾狅犮犪犾犱犪狋犪犫犪狊犲．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犾犻犫狉犪狉狔，犆犺犲狀犵犱狌犔狅犮犪犾

犾犻狋犲狉犪狋狌狉犲，犇犪狋犪犫犪狊犲犆狅狀狊狋狉狌犮狋犻狅狀，

犔狅犮犪犾犈犱狌犮犪狋犻狅狀

总库的成都图书馆地方文献部在由印刷型文献资源服务

模式向数字化信息服务模式转变过程中，地方特色资源建

设是数字图书馆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信息时代文化

资源共享、网络信息服务的需要。成都地方文献“锦绣成

都”综合数据库的建设，是成都图书馆利用互联网从社会

需求出发，满足读者信息需求的一种服务品牌，它面向世

界展现成都古老的文明和灿烂的文化，从而达到弘扬优秀

民族文化和传播先进文化的目的。通过利用自己的地域

优势、地方文献收藏优势，以及对本地区科技发展与经济

动态等信息的采集优势，记录了成都及周边地区自然、历

史、社会现象以及该地区人士所著述的一切文献，即地方

出版物、地方人士著述和内容述及本地的出版物；涵盖了

成都地区历史文化、人文地理、风土人情、民风民俗、老城

新貌、美食旅游、经济法规等多方面的内容，信息量之大，

覆盖面之广，时间跨度之长都是前所未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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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历史悠久，是古蜀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中国历史

文化名城之一。又被称为芙蓉城，简称“蓉城”。现今出土

的大量古蜀国文物说明，早在商周时期，古蜀国人民就创

造了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成为华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成都是我国的著名文化之都，成都文化影响着全世界

中国人，甚至在韩国、日本很多人也热衷于成都的三国文

化。成都的文化博大精深，吃文化，休闲文化，茶文化，道

教文化，三国文化等在中国人中影响深刻。如何让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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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彩的成都地方特色文化资源能够有力建设、有机整合并有效服务于社会进步和广大人

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明需求，是新时期、新形势、新技术下各地方特色资源共建共享

需要面对的课题。

目前，全国各图书馆都面临着一个由传统的纸质资源向数字资源转变的阶段，包括国

家图书馆也启动了全面的数字化工程，能否更加合理优质地利用馆藏的图书文字，尤其是

极具地方特色的地方文献资源，成为了图书馆数字化发展的主流问题，而成都图书馆的数

字化进程，无疑是走在国内先进水平的。

成都地方文献“锦绣成都”综合数据库顺应了创建数字图书馆的初衷，这么一个具有

鲜明地方特色的主题网站和数据库的建成，对成都而言，无疑将会有利于本土文化的宣传

推广，有利于提高地域知名度，有利于传播地域文化，有利于促进地域经济的发展。对公

共图书馆而言，地方文献资源数字化则能有效地提高图书馆的地位，有利于加强图书馆与

读者的沟通，加大地方文献的辐射面，提高读者检索利用率，为广大读者朋友提供更多的

服务。

保存价值：地方文献资源通过我们数字化处理后，可更好地加以保存，从而避免了珍

贵地方文献资料的破损、遗失。

传播价值：运用新技术、新科技，广泛传播及介绍成都本土历史文化与特色，提高成都

本地的地域知名度，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文献资源共建和文化资源共享。

使用价值：利用我们已经打造好的全面、系统的数字化信息，为成都地方的社会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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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文化发展提供更有价值与针对性的服务，提高广大读者从我们这里获取有价值信息

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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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绣成都”作为一个专业的具有地方特色的综合性数据库，本着合理利用资源、科学

规划版面、栏目精益求精的原则，让具有自我特色的内容更加充实，要以做精做专、突出自

己的特色为目的，达到“人无我有、人有我精”的高度，充分吸引访问者的注意力和美誉度，

有效地提高网站的点击率和知名度。同时，这些我们独有的数据资源也具有极高的收藏

价值和知识产权保护价值。故成都地方文献“锦绣成都”综合数据库的建设必将在宣传成

都区域文化、研究成都历史，了解成都知识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建设目的：更好地宣传成都本土文化，提高地方资源利用率，结合中国成都国际非物

质文化遗产节的成功举办，扩大网站的影响力，提高知名度，增加点击率，改善工作服务质

量，多渠道广泛地搜集更多的地方信息资源，力争创建关于成都地区人文历史等方面信息

的专业网站。

服务受众：想要研究成都地方历史文化的学者、教师和专业人士；对成都地方历史文

化感兴趣的读者；在网络中浏览资讯的一部分人群。

切入方向：成都地方文献“锦绣成都”综合数据库的目标明确，那就是力争达到以物质

文化遗产为主要内容的文化旅游数据库，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特色的民族民间文化代表

作数据库，以古蜀文明为主要内容的历史文化数据库，以川剧、曲艺艺术为主要形式的舞

台艺术数据库，以新农村文化建设为重点的特色群众文化数据库。这些各具特色的数据

库作为地方文化的具体体现形式，需要一个完善的平台和基本的构架，而成都地方文献

“锦绣成都”主题网站的建设，从某种意义上可以为这些数据库提供一个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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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信息时代的挑战要求公共图书馆从思想上转变地方文献的服务理念，即化被动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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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不再是单一地接受读者查询，而要借助网络与媒体，将馆藏信息主动向读者展示出

来。只有通过数字化将传统纸质文献转换成数字文献，为地方文献赋予时代意义，才能提

升其对社会发展的价值，将资源利用扩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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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成都地方文献信息资源的主要收藏研究机构，成都图书馆地方文献部定期从成

都市各大图书出版机构采购历史、经济、社会、文化等图书，保证成都地方文献公开出版物

的收全率达到１００％。并与成都市主要文献生产机构建立合作关系，互通有无，将多余副

本的图书进行交换，联合开展成都地区地方文献调查统计，前往四川省文化厅、四川省委

宣传部、四川省方志办、四川省图书馆、成都市委党史研究室、成都市修志办、成都市文化

局、四川大学、电子科技大学等数十家机关事业单位进行文献征集和交换，最大限度地保

证内部出版物的收全率。

３．１．１　拓宽征集渠道，作为有益补充：在工作中要注重扩大地方文献搜集内容和征

集范围，有意识地收集本地区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人物、事物相关文献，加大对四川重大

历史事件的文献收集力度，如“汶川大地震”、“成都城乡统筹一体化建设”、“非物质文化遗

产”、“世界田园城市”等，建立专藏体系。实现了从单一收集渠道发展到多渠道、全方位的

征集模式。如２０１０年我们从四川省方志办收集的近百种四川各地区年鉴和方志，为我馆

地方文献馆藏体系提供了有益补充。又如２００６年我们收集到“成都·中国古琴国际艺术

节”现场的大量珍贵文、图、影、音资料，征得同意后将其链接到我们的“古琴流韵２００６成

都·中国古琴国际艺术节”专题网页上，作为成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补充资源。同时

还将其他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珍贵多媒体资料，加工整理后融入“蜀风雅韵”成都非物

质文化遗产数据库中，以达到地方信息中心的收藏和传递作用。

３．１．２　创新征集方式，宣传与支持兼得：一是要广泛开展地方文献采访工作；我们多

次前往芥子书屋、毛边书局、淘书斋、行知书店、新宇书店等成都各类书店收集年代较远的

地方文献书刊，尤其注重多卷书和历史连续出版物的查漏补缺，利用成都新华文轩“网上

书店”选购外地出版社出版的成都地方书籍。并与国图书刊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华利

兴文化信息咨询中心年鉴图书经营部等建立了长期供求关系。二是要加大与本地区民间

团体、协会以及捐书个人的联系；我们从成都战时儿童保育会、李稢人研究会、尹昌龄研究

会、大慈寺社区等收集了部分珍贵文献。其中，成都战时儿童保育会的多位老师虽已经年



４１９　　 ———

逾古稀，但他们仍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极为珍贵的文献线索及６０多种７０多件特种文献资

料。除了团体对我们的帮助外，个人捐赠者也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大量帮助，例如我们不

仅与老一辈作家高缨先生建立了友好关系，而且他对我们的工作也给予了高度评价。三

是要建立起网络征集渠道；我们在成都地方文献“锦绣成都”主题网站首页醒目位置专设

“网上征集”区，内含“征集通告”、“征集动态”、“联系我们”、“读者服务”等内容，不仅可与

捐赠读者建立即时互动的联系，及时沟通征集情况，还可起到广泛宣传作用，吸引更多人

支持这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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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新信息时代网络环境的特点，我们在平时的工作中对地方文献的整理特别是数

字化加工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参与成都地方文献数据库建设的每一位工作者必

须做到更细、更深、更专、更重时效。从对文献外部特征的一般性揭示深入到文献内容的

多角度揭示，重点加强全文数据库、专题数据库的建设，以满足读者对数字文献信息更快、

更全、更准的需求。

３．２．１　对栏目内容进行深加工：为满足新信息时代数据库建设标准和广大读者需

求，我们的文献都经过了一定程度的深加工。如“古蜀文明”和“成都知识百事通”栏目就

有经过专题性研究的系统介绍，同时为方便读者快捷地查找所需资料，细分为“考古发

现”、“理论研究”、“历史传说”、“芙蓉天府”、“蜀都胜迹”、“经济之光”、“文化科教”、“风流

人物”等分栏目，既一目了然又恰到好处地起到了引导作用。对于那些暂时不能上网的文

献在整理时也考虑了能为今后的数据库发展提供前期的准备工作。

３．２．２　从报刊入手，实现资源的充实累积：成都图书馆收藏的地方报刊原来只作为

纸质文献资料和馆藏数据，考虑到读者的需求和作为地方文献信息资源的有力补充，我们

地方文献部在整理地方报刊的工作中特意增加了新内容，要求定期收录本地各类报刊中

和我们栏目有关的信息资源，然后将提炼出的报刊信息和我馆犐犔犃犛（图书馆自动化集成

系统）数据进行比对和校验，避免了因为犐犔犃犛数据出错造成的报纸无法检索问题。最后

经过加工整理后收录到“锦绣成都”综合数据库中，提供即时的网络服务。这样就能及时

做到既有传统的分类、编目，又有纸质文献的数字化加工，还有网络信息的整理、各种专题

数据库的建设。

３．２．３　明确整理到服务的转变：文献整理工作要与征集和开发利用工作相融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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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承上启下的作用，使得整理加工文献信息变为服务过程。如我们在完成了地方文献部

馆藏图书报刊体系的整改和归类工作的基础上，将原有签名本书库、交换书书库进行了重

新布局，并增加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书库和电影海报库，用以存放更多的特色资源。采取了

“副本入库，签名上架”的新思路处理日益紧张的书架，使地方文献部的馆藏更加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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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们的特色数据库的建设已达到一定的规模，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已比较成熟。

这么一块非常丰富而且具有地方特色的数据资源，如果能让更多的读者了解并访问，那是

多好的一件事啊。所以，应多注重网站数据检索系统的升级，让读者更快捷、方便地得到

自己需要的信息内容。新信息时代也给我们地方文献的开发利用带来许多新的开发和合

作机会，同时对读者服务工作也从时效性、全面性、深入性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要保证地方文献的读者服务一直保持较高水平，就需要我们更加耐心、细致地工作，

深入扎实地开展地方文献专题信息服务，提供完整的检索记录，做好规范的原始记录和统

计数据。在开展好读者服务的同时，做到有问必答，有书必找，有忙必帮。如我们先后为

成都市广电局、成都市方志办、成都市档案局、成都市防震减灾局、成都师范大学、四川电

视台经济频道、峨眉电影制片厂、湖北省宜都市史志办等机关、（企）事业单位及个人提供

了较大规模的信息文献咨询和代查业务，受到了委托方的一致好评。与此同时，我们鼓励

“大胆创新”的地方文献服务模式，拓宽自己的服务面和业务水平。例如今年在馆领导的

支持和有关技术人员多方论证的前提下，成都图书馆官方微博在新浪网和腾讯网同时开

通，我地方文献部负责编辑加工自建数字资源，用精炼的语言和图片链接将资源发布到微

博上，引导读者浏览我馆网站。在我馆举办的“４．２３世界读书日”系列活动中，我们不仅

积极参与，还负责当天地方文献资源的推广与体验活动，并在官方微博与读者实现了实时

互动。

更多地了解读者的需求，就更容易抓住读者的心。要根据读者需要与文献出版、入藏

情况，有针对性的、目标明确地采集。不仅如此，以前难以实现的项目借助网络也可以快

速便捷地加以开展。如：我们在“锦绣成都”地方文献网站中专设“留言板”、“在线咨询”、

“读者信箱”等与读者互动的联系方式，对于读者提出的疑问和对我们的建议可以及时地

了解并解决。今后如果“留言板”等互动形式的效果好，得到读者接受并认同，也不妨考虑

将“留言板”升级为更高级、更全面的“主题犅犅犛交流论坛”形式，由专人负责各个版区，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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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更好地读者服务，达到快捷互动的效果。

以上这些措施不仅是我们现在地方文献数字化建设与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作中的有

力补充环节，更是对今后的发展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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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素质教育重要内容的乡土教育是以乡土环境和文化为依托，以认识家乡、热爱家

乡为目的的教育活动，地方文献是进行乡土教育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是乡土教育的重要

平台。成都地方文献“锦绣成都”综合数据库时间跨度从清末民初到改革开放至今，近百

年的大量成都地方历史和现实资料，是成都社会文化历史的浓厚缩影。它的建成和免费

开放，不仅使成都图书馆馆藏地方文献的服务模式信息化程度更高、服务范围更加广泛，

而且成为宣传介绍成都地方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的重要窗口。网站设有：“天府记忆”、

“影像成都”、“古蜀文明”、“成都旧闻”、“蓉城民俗”、“巴蜀人物”、“天府览胜”、“成都百

镇”、“成都乡土知识考堂”等２１大类４５子类，共有２１５００犕犅的文字、图片、视频资源，其

中文章条目２２０００余条，图片近２４０００张，视频百余部，还有大量的音频、犳犾犪狊犺等资源。

我们先后针对不同的栏目制定了相应的建设实施方案，以建设方案为理论基础，有目标性

地进行收集整理，突出地方特色，不断以创新的方式推出特色专题栏目，收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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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文献综合数据库具有极高的地方特色和教育意义，对学生来说正是一个学习本

土文化的良好平台。因此，在我们的“锦绣成都”主题网站中特别设置了“我的家乡有奖征

文”项，及时将教育效果实质化，受到了广大读者与学生朋友的高度关注。目前，已收到大

量热心同学的来信来稿，这无疑是对我们工作的肯定与支持。我们考虑在今后的工作中

进一步加强与各类学校、教育机构的联系，建立互访机制，广泛开展宣传乡土教育与文化

普及活动。

同时我认为，我们的乡土教育工作不应局限于被动服务方式，而是应该将被动转为主

动，积极举办和参与各种研讨会、专题讲座、展览等，进一步加强与各区（市）县图书馆的经

验交流，加大指导他们进行地方文献建设的力度，扩大本土文化的影响力。成都图书馆作

为地域文化知识的传播中心，应利用自身优势，组织一定人力，或与相关学院、研究中心合

作，促进我市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的不断发展。这样，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扩

大了图书馆的服务领域，推动着图书馆事业向高层次发展，并对社会产生广泛的、深刻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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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徐天秀、赵崇荣等：特色数据库的建设方法与技巧［犑］。图书情报工作，２００５（１１）。

［２］徐贵军：谈特色文献和地方文献［犑］。大学图书馆学报，２００４（３）。

［３］邬卫华：图书馆地方文献资源建设存在的问题［犑］。图书馆论坛，２００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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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明翔　成都图书馆地方文献部

通讯地址：成都市文翁路９８号（邮编：６１００４１）

电子邮箱：狓犿犺１２６＠１２６．犮狅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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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往开来，迎接青树的盛时华年

□ opq（甘肃省天祝一中）

　　我来自大西北的甘肃省天祝一中，作为众多青树项目学校中普通的一名参与者，在今

天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能代表青树项目学校与大家共同分享青树的理念、青树的经验、青

树的成功和这些成功带给我们的感动、喜悦和美好憧憬，我倍感荣幸和激动！

１２年前的９月，青树基金会决定把我校确定为该基金会乡村图书馆项目学校的那一

刻起，我们这所学校的发展和我自己的成长就长期地与青树的成长与发展紧密地连接到

了一起。那时的学校没有图书馆，只有二三十平方米一间阅览室，只有几个简易的书架，

只有几千册陈旧的图书，只有一个兼职图书管理员；没有多少藏书，没有多少阅览桌，没有

多少资料，更没有计算机等现代化设备。学生借阅图书、老师查阅资料、师生上网咨询，和

外部世界分享互联网庞大的资源，那仅仅是一种无法实现的愿望和梦想。

２００１年开始，青树教育基金会相继在青海、甘肃、陕西、云南、贵州、山西等省选择了

合作学校。从２００２年起，青树教育基金会通过投资、捐赠电脑等设备、图书，帮助学校图

书馆进行基础设施改造和现代化水平的提升；通过对图书馆员培训，来提高图书馆员的素

质和对目标人群的服务质量；通过项目支持的方式鼓励图书馆将服务延伸到社区，为更多

居民的信息获取与技能培训提供服务；通过向挑选出来的优秀学生发放奖学金，帮助这些

品学兼优而又家庭困难的学生完成学业。在２００３年，当天祝一中的学生知道他们的２０

多幅绘画、散文作品在美国旧金山市和纽约市的知名展厅展览的展厅展览时，他们所受到

的鼓励和振奋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作为自始至终的青树项目参与者、作为一名边远地区普通中学校长，在青树的引领

下，我的办学理念一次次地升华，我对学校图书馆的认识一次次地超越，我从青树精神的

熏陶中一次次地感受到了自己对学校、对社区、对家乡应负的责任和使命。我认识到：

———学校图书馆不只是一个藏书借书的地方，而且是学校课程实施的平台和文化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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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的载体。

———学校图书馆不是只供学校师生使用的封闭体系，而是一个面向社区、服务民众的

开放、包容的场所。

———学校图书馆不仅仅是一个有场馆和图书的实体，而且是一个和网络世界链接的

广阔的数字空间。

———学校图书馆员不仅是一个图书借阅的服务者，更是一个研究者、志愿者和现代图

书馆经营理念的实践者。

———图书馆不是一个容易被人遗忘和陌生的场地，而应该是每一个读者最容易想起、

最乐于驻足且平等地分享和共建的地方。

一切改变首先从观念的改变开始。因为有了以上改变，天祝一中图书馆才有如下巨

大的改变：

———天祝一中青树图书馆已拥有了建筑面积２４００平方米的馆舍，１０万册藏书及自

动化管理软件和电脑等现代化服务设备，与犐犖犜犈犚犖犈犜链接建成了电子阅览室；满足了

本校师生的正常借阅需求和全校阅读课的正常教学，读书比赛、征文、演讲等活动已经常

态化，受益学生累计达到了１万人，学生的读书意识、阅读能力、信息获取、筛选、鉴别、整

合、加工、运用的能力明显增强。

———在青树基金会的资金、设备、技术支持下，依托天祝一中图书馆，把天祝县图书馆

和新华中学、打柴沟初中、华藏镇初中三所中学图书馆作为卫星图书馆与流通工作站，开

展了学校图书馆服务社区工作，将学校图书馆服务学生的视野从校内延伸到了校外，越来

越多的家长参与到了读书活动当中，增强了对孩子的影响力，使广大的学生在黄金的阅读

时间里阅读到更多更好的图书。

———与附近的４个惠农项目区的６所学校合作，开展了农村信息中心项目，天祝一中

师生与６所学校的老师一道，对项目区的农牧民进行了有关计算机基本操作和互联网使

用的培训，大批农牧民群众从中受益，不仅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而且学会了利用网络

获取农业科技、市场、政策法规、卫生保健等信息资源为自己的生产生活服务。

———青树先后对天祝一中自愿参加图书馆的维护和提供服务的品学兼优的贫困学生

６０多人给予了资助，这些学生学习勤奋刻苦，道德品质优秀，在做青树志愿者工作的过程

中，学会了与他人的沟通交流，懂得了感恩，增强了服务他人、奉献社会的意识，他们中的

许多人已经进入高等院校继续深造，其中不乏像考入西安交通大学的俞超男、考入山东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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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郑臖、考入陕西师范大学的尚国娟、乔玉娟等佼佼者，他们现在仍是青树志愿者，将青

树精神在更广阔的天地播撒。

———为了保护和传播地方文化，在青树基金会支持和指导下进行的口述历史项目和

青树图书馆小项目工作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天祝一中成立了由５名教师和２４名学生

组成的口述历史项目小组，他们深入社区、乡村、牧场，走进专家、学者、名人及寻常百姓

家，先后访谈了天祝土族安召说唱艺人丁胜才、土族文化学者刁桑吉、李占忠、藏族学者马

祥云、华锐藏族唐卡画师马才成、画家李生云等人，完成了《土族安召》《藏族酒曲》《天祝牦

牛文化》《土族文化的变迁》《唐卡制作》等访谈专题视频；结合暑期挚友计划培训交流活动

和小项目的实施，完成了《华锐民间藏族舞曲现代变迁史》《唐卡在天祝的发展》《天祝县藏

族酒曲、藏医、锅庄舞现状及其传承与发展的调查报告》《天祝民俗学者所做的民俗传承工

作变迁史》《口述历史之天祝赛马文化的传承与保护》等访谈实录和调查报告；与学校新课

程改革衔接，组织人员编印了《口述历史读本》；《天祝一中教学资源库建设》《蓝格子手抄

报》《创建书香校园》《天祝的人文地理研究》等小型项目得到了青树的资助……这些工作

的开展和成绩的取得，不仅极大丰富了青树项目的内容，实现了图书馆管理模式的转变、

服务功能的扩展和延伸，更是学校的教研、校本课程开发及新课程实施得到了推进，同时

也让参与项目实施的师生在知识、交际、信息收集加工等方面得到了锻炼提高。

十二年的岁月既绵长而又短暂，伴随着青树精神的发扬光大，伴随着青树学校的遍地

开花，我们需要做更多更有益的事情：加大信息课程资源对学校课程开发的支持力度；增

强学校图书的开放度，让更多的学生和居民一起分享青树的成果；把图书馆打造成一个承

载学校文化、社区和民族地域文化的场所；把图书馆建设成一个跨越鸿沟、突破时空的数

字信息世界；把图书馆装点成一个让走进它的每个人感到亲切、温馨的幸福家园。

我相信，有这么多作为当地“最高学府”和文化中心的项目高中作为基地，有数以万计

的学生和这些学生背面的家长及这些家长背面的社区作为依靠，有基金会提供的资金、设

备、技术作为保障，有各种相互关联的社区服务项目、小型项目作为支撑，有基金会自身联

系的国内外专家资源作为后盾，有千家万户的普通居民对优质公共文化服务的渴求作为

动力，有数以千计的志愿者作为生力军，青树的事业必定会玉树长青。

我要感谢亲为青树图书馆项目在天祝实施过程中付出心血的亲爱的老师和学生，也

要感谢参与和支持各项活动开展的志愿者和各界朋友，感谢为我们的各项活动提供资料

和无私帮助的普通群众……。我坚信，今后还会有更多的社会贤达、专家学者、教师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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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居民、志愿人士将跨越“数字／信息鸿沟”“文化鸿沟”“经济鸿沟”，为学生人文信息素

养的提高、社区文化环境的改善、西部落后地区的发展参与到青树项目中来，为青树事业

的蒸蒸日上给予强力的精神支持和丰厚的智识投入。

让我们为青树的茁壮成长一起努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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犻犿狆狅狏犲狉犻狊犺犲犱犳犪犿犻犾犻犲狊犪狀犱犮狅犿犿狌狀犻狋犻犲狊狋狅犮狅狀狋犻狀狌犲狋犺犲犻狉犲犱狌犮犪狋犻狅狀．犐狀２００３，犪犫狅狌狋２０狆犻犲犮犲狊狅犳

狊狋狌犱犲狀狋犱狉犪狑犻狀犵狊，狆犪犻狀狋犻狀犵狊，犪狀犱犲狊狊犪狔狊犳狉狅犿犜犻犪狀狕犺狌犖狌犿犫犲狉犗狀犲犎犻犵犺犛犮犺狅狅犾狑犲狉犲狊犲犾犲犮狋犲犱

犳狅狉犪狀犲狓犺犻犫犻狋犻狅狀犻狀犛犪狀犉狉犪狀犮犻狊犮狅犪狀犱犖犲狑犢狅狉犽犆犻狋狔犻狀狋犺犲犝．犛．犠犺犲狀狋犺犲狔狅狌狀犵犪狉狋犻狊狋狊犪狀犱

犪狌狋犺狅狉狊犺犲犪狉犱狋犺犲狀犲狑狊，狋犺犲犲狓犮犻狋犲犿犲狀狋，犼狅狔犪狀犱狆狉犻犱犲狋犺犲狔犲狓狆犲狉犻犲狀犮犲犱狑犲狉犲狋狅狋犪犾犾狔犫犲狔狅狀犱狅狌狉

犻犿犪犵犻狀犪狋犻狅狀．

犃狊狋犺犲狆狉犻狀犮犻狆犪犾狅犳狅狀犲狅犳狋犺犲犲犪狉犾犻犲狊狋犈犈犉狊犮犺狅狅犾狊，犐狊狋狉狅狀犵犾狔犳犲犾狋狋犺犲狀犲犲犱狋狅狉犲犱犲犳犻狀犲狋犺犲

犿犻狊狊犻狅狀犳狅狉犿狔狊犮犺狅狅犾犾犻犫狉犪狉狔犪狀犱狋狅犲犿犫狉犪犮犲犪犫狉狅犪犱犲狉狏犻狊犻狅狀狅犳狅狌狉狊犮犺狅狅犾犾犻犫狉犪狉狔．犠狅狉犽犻狀犵

狑犻狋犺狋犺犲犈犈犉犺犪狊狆狉狅犳狅狌狀犱犾狔犪犳犳犲犮狋犲犱犿犲犪狀犱犿狔犾犻犫狉犪狉狔犪狋狏犪狉犻狅狌狊犾犲狏犲犾狊．犐狏犲犵犪犻狀犲犱犪狊狋狉狅狀犵

狊犲狀狊犲狅犳狉犲狊狆狅狀狊犻犫犻犾犻狋狔犳狅狉犿狔狊犮犺狅狅犾，狅狌狉犮狅犿犿狌狀犻狋犻犲狊，犪狀犱犿狔犮狅狌狀狋狉狔．犐狏犲犮狅犿犲狋狅犪狀

犲犾犲狏犪狋犲犱狌狀犱犲狉狊狋犪狀犱犻狀犵狅犳狑犺犪狋犪狊犮犺狅狅犾犾犻犫狉犪狉狔狉犲犪犾犾狔犻狊犪狀犱狑犺犪狋犻狋狊犺狅狌犾犱犫犲：

●　犐狋犻狊狀狅狋犼狌狊狋犪狀犪狉犮犺犻狏犲狅犳犫狅狅犽狊；犻狋犻狊犪犾狊狅犪狀狆犾犪狋犳狅狉犿狋犺狉狅狌犵犺狑犺犻犮犺犮狌狉狉犻犮狌犾狌犿狊犪狉犲

犱犲狏犲犾狅狆犲犱犪狀犱狊狌狆狆狅狉狋犲犱．

●　犐狋狊犺狅狌犾犱狀狅狋犫犲犪狉犪狀犵犲狅犳狊犲狉狏犻犮犲狊犪狀犱犪狊狆犪犮犲犾犻犿犻狋犲犱狋狅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犪狀犱狋犲犪犮犺犲狉狊；犻狋

狊犺狅狌犾犱犪犾狊狅犫犲犪狏犪犻犾犪犫犾犲犪狀犱犳狉犲犲犳狅狉犪犾犾犻狀狋犺犲狊狌狉狉狅狌狀犱犻狀犵犮狅犿犿狌狀犻狋犻犲狊．

●　犐狋犻狊狀狅狋犼狌狊狋犪狆犺狔狊犻犮犪犾狊狆犪犮犲犳狌犾犾狅犳犫狅狅犽狊；犻狋犻狊犪犵犪狋犲狑犪狔犪狀犱犪犮狅狀狀犲犮狋犻狅狀狋狅犪狑狅狉犾犱狅犳

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狋犺狉狅狌犵犺狋犺犲犐狀狋犲狉狀犲狋．

●　犐狋犻狊狀狅狋犪狆犾犪犮犲狋犺犪狋狌狊犲狉狊犺犪狏犲狋狅犫犲狑狅狅犲犱狋狅犮狅犿犲狋狅狏犻狊犻狋，犻狋狊犺狅狌犾犱犫犲狅狀犲狅犳狋犺犲犻狉

犿狅狊狋犳犪狏狅狉犻狋犲狆犾犪犮犲狊狋狅狏犻狊犻狋，狑犺犲狋犺犲狉犫狔狋犺犲犿狊犲犾狏犲狊狅狉狊犺犪狉犲犪犵狅狅犱狋犻犿犲狑犻狋犺犳狉犻犲狀犱狊．

犅犲犮犪狌狊犲狅犳狋犺犲犮犺犪狀犵犲犻狀狅狌狉狏犻狊犻狅狀犪犫狅狌狋狋犺犲狉狅犾犲狊狅犳犪狊犮犺狅狅犾犾犻犫狉犪狉狔，狑犲犺犪狏犲狊犻狀犮犲犲犿犫犪狉犽犲犱

狅狀犪狏犻犵狅狉狅狌狊犼狅狌狉狀犲狔狅犳狉犲狋狅狅犾犻狀犵犪狀犱狉犲犻狀狏犲狀狋犻狀犵狅狌狉狊犲狉狏犻犮犲狊狑犻狋犺犿犪狀狔狉犲狑犪狉犱犻狀犵狉犲狊狌犾狋狊：

●　犜狅犱犪狔狅狌狉犾犻犫狉犪狉狔犻狊犪犳犪犮犻犾犻狋狔狅犳２４００狊狇狌犪狉犲犿犲狋犲狉狊犪狀犱犺狅狌狊犲狊犪犫狅狅犽犮狅犾犾犲犮狋犻狅狀狅犳

１００，０００狏狅犾狌犿犲狊狊犲犪狉犮犺犪犫犾犲狋犺狉狅狌犵犺犪犳狌犾犾狔犻狀狋犲犵狉犪狋犲犱狅狀犾犻狀犲犾犻犫狉犪狉狔狊狔狊狋犲犿．犐狋犺犪狊犪狀

犲犾犲犮狋狉狅狀犻犮狉犲犪犱犻狀犵狉狅狅犿狑犻狋犺犮狅犿狆狌狋犲狉狊犮狅狀狀犲犮狋犲犱狋狅狋犺犲犐狀狋犲狉狀犲狋．犗狌狉犲狓狆犪狀犱犲犱犾犻犫狉犪狉狔

犮犪狀狊狌犳犳犻犮犻犲狀狋犾狔狊狌狆狆狅狉狋狋犺犲狋犲犪犮犺犻狀犵犪狀犱犾犲犪狉狀犻狀犵狅犳狅狌狉狋犲犪犮犺犲狉狊犪狀犱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犗狌狉

犾犻犫狉犪狉狔狉犲犵狌犾犪狉犾狔犺狅狊狋狊犫狅狅犽狉犲犪犱犻狀犵狆狉犲狊犲狀狋犪狋犻狅狀狊，犲狊狊犪狔犮狅狀狋犲狊狋狊，犪狀犱犵狌犲狊狋狊狆犲犪犽犲狉

犲狏犲狀狋狊狋犺狉狅狌犵犺狅狌狋狋犺犲犪犮犪犱犲犿犻犮狔犲犪狉．犃犫狅狌狋１０，０００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犺犪狏犲犲犻狋犺犲狉狆犪狉狋犻犮犻狆犪狋犲犱狅狉

犪狋狋犲狀犱犲犱狋犺犲狊犲狆狉狅犵狉犪犿狊，狑犺犻犮犺犺犲犾狆犲犱犻犿狆狉狅狏犲狋犺犲犻狉狉犲犪犱犻狀犵犮狅犿狆狉犲犺犲狀狊犻狅狀，犮狌犾狋犻狏犪狋犲

狋犺犲犻狉犻狀狋犲狉犲狊狋犻狀狉犲犪犱犻狀犵犪狀犱狉犲狊犲犪狉犮犺犪狊狑犲犾犾犪狊犻犿狆狉狅狏犲狋犺犲犻狉犪犫犻犾犻狋狔犻狀犪狀犪犾狔狕犻狀犵，

犲狏犪犾狌犪狋犻狀犵，犪狀犱狆狉狅犮犲狊狊犻狀犵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

●　犠犻狋犺狋犺犲狋犲犮犺狀犻犮犪犾狊狌狆狆狅狉狋犪狀犱狆狉狅犳犲狊狊犻狅狀犪犾犵狌犻犱犪狀犮犲犳狉狅犿狋犺犲犈犈犉，狑犲犺犪狏犲犫狌犻犾狋犪

犾犻犫狉犪狉狔狉犲狊狅狌狉犮犲狊犺犪狉犻狀犵犪犾犾犻犪狀犮犲狑犻狋犺犜犻犪狀狕犺狌犘狌犫犾犻犮犔犻犫狉犪狉狔，犡犻狀犵犺狌犪犕犻犱犱犾犲犛犮犺狅狅犾

犔犻犫狉犪狉狔，犇犪犮犺犪犻犌狅狌 犕犻犱犱犾犲犛犮犺狅狅犾犔犻犫狉犪狉狔，犪狀犱犎狌犪狕犪狀犵犆狅狌狀狋狔 犕犻犱犱犾犲犛犮犺狅狅犾



——— ４３０　　

犔犻犫狉犪狉狔．犐狀狋犺犻狊犿狅犱犲犾狅犳犪犾犾犻犪狀犮犲，犜犻犪狀狕犺狌犕犻犱犱犾犲犛犮犺狅狅犾犔犻犫狉犪狉狔犳狌狀犮狋犻狅狀狊犪狊狋犺犲

犮犲狀狋犲狉狅犳狋犺犲狋犺狉犲犲狊犪狋犲犾犾犻狋犲犾犻犫狉犪狉犻犲狊．犜犺犲犵狅犪犾狊狅犳狋犺犻狊犪犾犾犻犪狀犮犲犪狉犲狋狅犲狓狋犲狀犱狅狌狉狊犲狉狏犻犮犲狊

狋狅狋犺犲犮狅犿犿狌狀犻狋犻犲狊，狋狅狆狉狅犿狅狋犲犪狀犱犱犲犾犻狏犲狉狉犲犪犱犻狀犵狆狉狅犵狉犪犿狊狋犺狉狅狌犵犺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狋狅狋犺犲犻狉

狆犪狉犲狀狋狊，犪狀犱犲狏犲狀狋狌犪犾犾狔狋狅犳狅狊狋犲狉狋犺犲犺犪犫犻狋狅犳犾犲犪狉狀犻狀犵狋犺狉狅狌犵犺狉犲犪犱犻狀犵犫狅狅犽狊犳狅狉犪犾犾

犻狀犱犻狏犻犱狌犪犾狊．

●　犠犲犺犪狏犲犻狀犻狋犻犪狋犲犱犪犮狅犾犾犪犫狅狉犪狋犻狏犲狆狉狅犵狉犪犿狑犻狋犺６狊犮犺狅狅犾犾犻犫狉犪狉犻犲狊犻狀犳狅狌狉犪犵狉犻犮狌犾狋狌狉犪犾

犱犲狏犲犾狅狆犿犲狀狋狕狅狀犲狊狋狅狆狉狅犿狅狋犲犪狀犱犱犻狊狊犲犿犻狀犪狋犲犪犵狉犻犮狌犾狋狌狉犪犾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犗狌狉狋犲犪犮犺犲狉狊

犪狀犱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犼狅犻狀狋犾狔犮狅狀犱狌犮狋犲犱狋狉犪犻狀犻狀犵狊犲狊狊犻狅狀狊犳狅狉犺犲狉犱狊犿犲狀狅狀犺狅狑狋狅狌狊犲犪犮狅犿狆狌狋犲狉

狋狅狊犲犪狉犮犺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狅狀狋犺犲犐狀狋犲狉狀犲狋．犗狌狉狆狉狅犵狉犪犿犺犪狊狉犲犪犮犺犲犱犪犾犪狉犵犲狀狌犿犫犲狉狅犳犾狅犮犪犾

狉犲狊犻犱犲狀狋狊狑犺狅犪狉犲狀狅狑犪犫犾犲狋狅狊犲犪狉犮犺狋犺犲犐狀狋犲狉狀犲狋犳狅狉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狅狀犳犪狉犿犻狀犵犿犲狋犺狅犱狊，

犪犵狉犻犮狌犾狋狌狉犪犾狆狉狅犱狌犮狋犻狅狀狊犪狀犱狋狉犪犱犲犳犪犻狉狊，犵狅狏犲狉狀犿犲狀狋狆狅犾犻犮犻犲狊，犪狀犱犺犲犪犾狋犺犪狀犱狑犲犾犾狀犲狊狊

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犳狅狉狉狌狉犪犾狆狅狆狌犾犪狋犻狅狀．

●　犠犲犺犪狏犲犪狑犪狉犱犲犱犳犻狀犪狀犮犻犪犾犪犻犱狋狅犿狅狉犲狋犺犪狀６０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犳狉狅犿犾狅狑犲狉犻狀犮狅犿犲犳犪犿犻犾犻犲狊，

狑犺狅犺犪犱犿犪犻狀狋犪犻狀犲犱狅狌狋狊狋犪狀犱犻狀犵犪犮犪犱犲犿犻犮狆犲狉犳狅狉犿犪狀犮犲犪狀犱犱犲犱犻犮犪狋犲犱狋犺犲犻狉狋犻犿犲狋狅

犾犻犫狉犪狉狔狅狌狋狉犲犪犮犺犻狀犵狊犲狉狏犻犮犲犪狊狏狅犾狌狀狋犲犲狉狊．犜犺犲狊犲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犺犪狏犲犾犲犪狉狀犲犱狋狅犪犮犺犻犲狏犲

犪犮犪犱犲犿犻犮犲狓犮犲犾犾犲狀犮犲狋犺狉狅狌犵犺犺犪狉犱狑狅狉犽犻狀犵犪狀犱犮狅犿犿犻狋犿犲狀狋．犜犺犲狔犪狉犲犿狅狉犲狑犻犾犾犻狀犵狋狅

犵犻狏犲犫犪犮犽狋狅狊狅犮犻犲狋狔犫狔犺犲犾狆犻狀犵狅狋犺犲狉狊犻狀狋犺犲犻狉犮狅犿犿狌狀犻狋狔．犜犺犲狊犲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犺犪狏犲

犱犲狏犲犾狅狆犲犱犲狓犮犲犾犾犲狀狋犻狀狋犲狉狆犲狉狊狅狀犪犾狊犽犻犾犾狊犪狀犱犪狊狋狉狅狀犵狊犲狀狊犲狅犳狊狅犮犻犪犾狉犲狊狆狅狀狊犻犫犻犾犻狋狔．犕犪狀狔

狅犳狋犺犲犿犺犪狏犲犫犲犲狀犪犱犿犻狋狋犲犱狋狅狋狅狆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狌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犻犲狊．犎狅狑犲狏犲狉，狋犺犲狔犺犪狏犲狉犲犿犪犻狀犲犱

狅狌狉犾狅狔犪犾犪犾狌犿狀犻犪狀犱狏狅犾狌狀狋犲犲狉狊犪狀犱犮狅狀狋犻狀狌犲狋狅犫犲狋犺犲狆狉狅狌犱犪犿犫犪狊狊犪犱狅狉狊狅犳犈犈犉

犾犻犫狉犪狉犻犲狊．

●　犠犲犺犪狏犲狊狋犪狉狋犲犱犪狀狅狉犪犾犺犻狊狋狅狉狔狆狉狅犼犲犮狋犳狅狉狋犺犲狆狉犲狊犲狉狏犪狋犻狅狀犪狀犱狉犲犿犲犿犫狉犪狀犮犲狅犳

犻狀犱犻犵犲狀狅狌狊犮狌犾狋狌狉犲狊犪狀犱犺犻狊狋狅狉狔．５狋犲犪犮犺犲狉狊犪狀犱２４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犳狉狅犿犿狔狊犮犺狅狅犾狊犲狉狏犲犱狅狀狋犺犲

狆狉狅犼犲犮狋狋犲犪犿，狏犻狊犻狋犻狀犵狀犪狋犻狏犲犪狉狋犻狊狋狊，狆犲狉犳狅狉犿犲狉狊，犪狀犱狊狋狅狉狔狋犲犾犾犲狉狊犻狀狏犻犾犾犪犵犲狊，狆犪狊狋狌狉犪犵犲狊，

犪狀犱狉狌狉犪犾犮狅犿犿狌狀犻狋犻犲狊，犪狀犱犮狅狀犱狌犮狋犻狀犵犻狀狋犲狉狏犻犲狑狊狅狀犪狉犪狀犵犲狅犳犪狉犮犺犻狏犪犾狊狌犫犼犲犮狋狊狊狌犮犺犪狊

犃狀狕犺犪狅狉犻狋狌犪犾狆犲狉犳狅狉犿犪狀犮犲狊狅犳犜狌狆犲狅狆犾犲，狋犺犲犳狅犾犽犾狅狉犲狊狅犳犜狌犪狀犱犜犻犫犲狋犪狀犿犻狀狅狉犻狋犻犲狊，

犪狀犱狋犺犲犜犻犫犲狋犪狀犜犪狀犵犽犪狉犲犾犻犵犻狅狌狊狆犪犻狀狋犻狀犵狊．犜犺犲狅狉犪犾犺犻狊狋狅狉狔狋犲犪犿犺犪狊犮狅犿狆犾犲狋犲犱犪狊犲狉犻犲狊

狅犳狏犻犱犲狅狉犲犮狅狉犱犻狀犵狊，犃狀狕犺犪狅犇犪狀犮犲狅犳犜狌犘犲狅狆犾犲，犜犻犫犲狋犪狀犑犻狌狇狌（狋犺犲犲犪狉犾犻犲狊狋犳狅狉犿狅犳

犜犻犫犲狋犪狀狅狉犪犾犾犻狋犲狉犪狋狌狉犲狋犺犪狋狆狉犲犱犪狋犲犪狀狔狅犳狋犺犲狑狉犻狋狋犲狀犜犻犫犲狋犪狀犾犻狋犲狉犪狋狌狉犲犳狅狉犿狊），犪狀犱

犜犺犲犆狌犾狋狌狉犲狅犳犢犪犽犻狀犜犻犪狀狕犺狌，犎犻狊狋狅狉犻犮犪犾犚犲狏犻犲狑狅犳犜狌犆狌犾狋狌狉犲，犪狀犱犜犺犲犆狉犲犪狋犻狅狀狅犳

犜犪狀犵犽犪犘犪犻狀狋犻狀犵．犠犻狋犺狋犺犲犺犲犾狆狅犳狋犺犲狊狌犿犿犲狉狏狅犾狌狀狋犲犲狉狊，狋犺犲狋犲犪犿犺犪狊犮狅犿狆犾犲狋犲犱

犲犱犻狋犻狀犵犪狀犱犻狀犱犲狓犻狀犵狅犳犪狀狌犿犫犲狉狅犳狊犿犪犾犾狅狉犪犾狉犲犮狅狉犱犻狀犵狊犪狀犱犱犲狊犮狉犻狆狋犻狅狀狊狅犳犻狀狋犲狉狏犻犲狑狊，

犻狀犮犾狌犱犻狀犵犜犺犲犈狏狅犾狌狋犻狅狀狅犳犎狌犪狉狌犻犜犻犫犲狋犪狀犇犪狀犮犲，犜犪狀犵犽犪犘犪犻狀狋犻狀犵犻狀犜犻犪狀狕犺狌犃狉犲犪，

犜犺犲犜狉犪犱犻狋犻狅狀狅犳犜犻犫犲狋犪狀犑犻狌狇狌犘犲狉犳狅狉犿犪狀犮犲，犜犻犫犲狋犪狀犕犲犱犻犮犻狀犲，犪狀犱犜犻犫犲狋犪狀犆犻狉犮犾犲

犇犪狀犮犲犻狀犜犻犪狀狕犺狌犆狅狌狀狋狔，犉狅犾犽犾狅狉犲犎犲狉犻狋犪犵犲犪狀犱犛狋狌犱犻犲狊犻狀犜犻犪狀狕犺狌，犪狀犱犜犺犲犗狉犪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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犎犻狊狋狅狉狔狅犳犎狅狉狊犲犚犪犮犻狀犵犉犲狊狋犻狏犪犾狊犪狀犱犐狋狊犘狉犲狊犲狉狏犪狋犻狅狀．犃犾犾犾犻犫狉犪狉狔狆狉狅犼犲犮狋狊犺犪狏犲犪犾狊狅

犫犲犲狀犻狀狋犲犵狉犪狋犲犱狑犻狋犺狋犺犲狀犲狑犮狌狉狉犻犮狌犾狌犿犱犲狏犲犾狅狆犿犲狀狋狆犾犪狀狊．犜犺犲犾犻犫狉犪狉狔狊狋犪犳犳狑狅狉犽犲犱

狑犻狋犺狋犲犪犮犺犲狉狊犻狀狋犺犲犮狅犿狆犻犾犪狋犻狅狀狅犳犪狋犲狓狋犫狅狅犽：犚犲犪犱犻狀犵狊狅犳犗狉犪犾犎犻狊狋狅狉狔．犗狋犺犲狉狊犿犪犾犾

狆狉狅犼犲犮狋狊犳狌狀犱犲犱犫狔狋犺犲犈犈犉犻狀犮犾狌犱犲：犜犺犲犆狅狀狊狆犲犮狋狌狊狅犳犔犻犫狉犪狉狔犆狅犾犾犲犮狋犻狅狀狅犳狋犺犲

犜犻犪狀狕犺狌犖狌犿犫犲狉犗狀犲犛犮犺狅狅犾，犆狌狉狊犻狏犲犖犲狑狊犔犲狋狋犲狉犻狀犅犾狌犲犘犾犪犻犱狊，犜狅狑犪狉犱犪犛犮犺狅犾犪狉犾狔

犆犪犿狆狌狊，犪狀犱犜犺犲犛狋狌犱狔狅犳狋犺犲犎狌犿犪狀犻狋狔犪狀犱犌犲狅犵狉犪狆犺狔狅犳狋犺犲犜犻犪狀狕犺狌犆狅狌狀狋狔．犜犺犲

狆狅狊犻狋犻狏犲狉犲狊狌犾狋狊狅犳狋犺犲狊犲狆狉狅犼犲犮狋狊犮狅狀犳犻狉犿狅狌狉犫犲犾犻犲犳犻狀狋犺犲犱犻狉犲犮狋犻狅狀狅犳狋犺犲犲狓狆犪狀狊犻狅狀犪狀犱

狋狉犪狀狊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狅犳狅狌狉犾犻犫狉犪狉狔狊犲狉狏犻犮犲狊．犗狌狉狊犲犪狉犮犺犳狅狉犪狀犲狑犿狅犱犲犾狅犳犿犪狀犪犵犲犿犲狀狋

狋犺狉狅狌犵犺狆犪狉狋狀犲狉狊犺犻狆狑犻狋犺狋犺犲犈犈犉犪狀犱狊犪狋犲犾犾犻狋犲犾犻犫狉犪狉犻犲狊犺犪狊狆狅狊犻狋犻狅狀犲犱狋犺犲犾犻犫狉犪狉狔狊狋犪犳犳

犻狀狋犺犲犳狅狉犲犳狉狅狀狋狅犳狉犲狊犲犪狉犮犺，犮狌狉狉犻犮狌犾狌犿犱犲狏犲犾狅狆犿犲狀狋犪狀犱狊狌狆狆狅狉狋，犪狊狑犲犾犾犪狊犻狀犵犪犻狀犻狀犵

狏犪犾狌犪犫犾犲狊犽犻犾犾狊犪狀犱犲狓狆犲狉犻犲狀犮犲犻狀狆狉狅犼犲犮狋犿犪狀犪犵犲犿犲狀狋．

犉狅狉犿犲，狋犺犲狆犪狊狋１２狔犲犪狉狊犺犪狏犲犫犲犲狀犳狌犾犾狅犳犮犺犪犾犾犲狀犵犲狊犪狀犱犲狓犮犻狋犲犿犲狀狋犪犾犾犫犲犮犪狌狊犲狅犳犿狔

犪犳犳犻犾犻犪狋犻狅狀狑犻狋犺狋犺犲犈犈犉犾犻犫狉犪狉狔狆狉狅犵狉犪犿狊犪狀犱犪犾犾犻犪狀犮犲．犃狊犿狅狉犲狊犮犺狅狅犾狊犺犪狏犲犼狅犻狀犲犱狋犺犲犈犈犉

犪犾犾犻犪狀犮犲狊，狑犲犪狉犲犫犲狋狋犲狉狆狉犲狆犪狉犲犱犳狅狉犿狅狉犲犮犺犪犾犾犲狀犵犲狊犪犺犲犪犱狅犳狌狊：

●　狋狅狊狋狉犲狀犵狋犺犲狀狋犺犲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犾犻狋犲狉犪犮狔犻狀狊狋狉狌犮狋犻狅狀狊

●　狋狅狊狌狆狆狅狉狋狋犺犲犮狌狉狉犻犮狌犾狌犿犱犲狏犲犾狅狆犿犲狀狋

●　狋狅犿犪犽犲犾犻犫狉犪狉狔狉犲狊狅狌狉犮犲犪狀犱犮狅犾犾犲犮狋犻狅狀犿狅狉犲犪犮犮犲狊狊犻犫犾犲狋狅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犪狀犱犾狅犮犪犾狉犲狊犻犱犲狀狋狊

●　狋狅犮狅狀狋犻狀狌犲狋犺犲狋狉犪狀狊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狅犳狋犺犲犾犻犫狉犪狉狔犻狀狋狅犪犮狌犾狋狌狉犪犾犪狀犱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犮犲狀狋犲狉狋犺犪狋

狆狉狅犿狅狋犲狊狆狌犫犾犻犮犲犱狌犮犪狋犻狅狀，犮狅犿犿狌狀犻狋狔，犪狀犱狀犪狋犻狏犲犮狌犾狋狌狉犪犾犺犲狉犻狋犪犵犲狊

●　狋狅犫狌犻犾犱犪犵犪狋犲狑犪狔狋犺犪狋犮狅狀狀犲犮狋狊犾犻犫狉犪狉狔狌狊犲狉狊狋狅狋犺犲犮狔犫犲狉狌狀犻狏犲狉狊犲

●　狋狅狋狉犪狀狊犳狅狉犿狋犺犲犾犻犫狉犪狉狔犻狀狋狅犪狀犻狀狏犻狋犻狀犵犪狀犱狊狋犻犿狌犾犪狋犻狀犵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犮犲狀狋犲狉犳狅狉犪犾犾

犐犫犲犾犻犲狏犲狋犺犪狋犈犈犉狊犾犻犫狉犪狉狔狆狉狅犵狉犪犿狊，犾犻犽犲狋犺狉犻狏犻狀犵狔狅狌狀犵狋狉犲犲狊，狑犻犾犾犮狅狀狋犻狀狌犲狋狅犳犾狅狌狉犻狊犺犪狀犱

狑犻犾犾犫犲犳狅狉犲狏犲狉犵狉犲犲狀犫犲犮犪狌狊犲狅犳狊犲狏犲狉犪犾狉犲犪狊狅狀狊：犉犻狉狊狋，狑犲犺犪狏犲犪犾狉犲犪犱狔犲狊狋犪犫犾犻狊犺犲犱犪狊犻狕犪犫犾犲

狀犲狋狑狅狉犽狅犳犮狅狉犲狊犮犺狅狅犾狊犪狊狅狌狉“犾犪狌狀犮犺狆犪犱狊”犳狅狉狋犺犲犈犈犉狆狉狅犵狉犪犿狊．犃狊狊狅犮犻犪狋犲犱狑犻狋犺狋犺犲狊犲“犲犾犻狋犲

狊犮犺狅狅犾狊”犪狉犲犺狌狀犱狉犲犱狊犪狀犱狋犺狅狌狊犪狀犱狊狅犳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犪狀犱狆犪狉犲狀狋狊犳狉狅犿狋犺犲狀犲犻犵犺犫狅狉犺狅狅犱狊狑犺狅狀犲犲犱狊

犪狀犱狑犻犾犾狊狌狆狆狅狉狋狅狌狉狊犲狉狏犻犮犲狊犪狀犱狆狉狅犵狉犪犿狊．犛犲犮狅狀犱，狑犲犺犪狏犲狋犺犲狊狌狆狆狅狉狋犪狀犱犫犪犮犽犻狀犵狅犳狋犺犲

犈犈犉狑犻狋犺狉犲犵犪狉犱狋狅犪犱犱犻狋犻狅狀犪犾犳狌狀犱犻狀犵，犲狇狌犻狆犿犲狀狋，犪狀犱狋犲犮犺狀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狊狌狆狆狅狉狋犪狀犱犮狅狀狊狌犾狋犪狋犻狅狀．

犜犺犻狉犱，狑犲犺犪狏犲犫犲犲狀狊狌犮犮犲狊狊犳狌犾犻狀犻犿狆犾犲犿犲狀狋犻狀犵狅狌狋狉犲犪犮犺狆狉狅犵狉犪犿狊犻狀犿狌犾狋犻狆犾犲犈犈犉狊犮犺狅狅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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犼狅犻狀狅狌狉“犲狏犲狉犵狉犲犲狀”犻狀犻狋犻犪狋犻狏犲狊狋狅犺犲犾狆狀犪狉狉狅狑狋犺犲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犱犻狏犻犱犲，犱犻犵犻狋犪犾犪狀犱狋犲犮犺狀狅犾狅犵狔

犱犻狏犻犱犲，犲犮狅狀狅犿犻犮犱犻狏犻犱犲，犪狀犱犮狌犾狋狌狉犪犾犱犻狏犻犱犲犻狀犻狀犱犻犵犲狀狋狉狌狉犪犾犮狅犿犿狌狀犻狋犻犲狊．犠犲犪狆狆狉犲犮犻犪狋犲犪犾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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