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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参与图书馆建设的现状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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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公众参与社会文化活动已经逐渐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公众参与图书馆建设在提高图书馆管理效率与服务质量以及提升国民科学文化素养方面起到关键的带领和推动
作用。近年来，国外兴起的公众科学正是公众参与的典型体现，因此本文通过分析我国公众参与图书馆建设的现
状，介绍国外公众科学的实践经验，并从国外公众科学项目的成功经验中总结出对我国开展图书馆参与式项目，建
设参与式图书馆的有益启示，希望能为提升国民科学文化素质，促进公众参与图书馆服务和发挥公共图书馆职能
作出一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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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Web 2.0的广泛应用，参与式服务已

2016年，
《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实施方案

经逐渐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对互联

（2016—2020年）的通知》指出，应坚持全民参与、提

网行业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也为图书馆行业的建设带

升素质的工作方针，扎实推进全民科学素质工作，激发

来新的思路。早在1992年，便有学者提出参与式服务是

大众创业创新的热情和潜力[4]。2017年，
《中华人民共

图书馆深化服务的必然发展，但当时的参与式服务是

和国公共图书馆法》也强调，鼓励各方力量参与公共图

指图书馆直接参加生产、科研、设计及教学等课题的攻

书馆事业，提高公民科学文化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传

[1]

[2]

关和研究环节中的活动 。2007年，Lankes等 提出参

承人类文明，坚定文化自信[5]。在公众科学素质提升行

与式图书馆的概念，认为应该允许普通用户参与图书馆

动中，作为社会主义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的核心功能建设（如图书编目工作），此时的参与强调

分，公共图书馆无疑是其中关键的一环和重要的推动

用户在图书馆（特别是综合性图书馆）管理和服务中角

者。因此，图书馆不仅要鼓励普通公众和各类组织参与

色的转变。但参与式图书馆的概念在以往文献中很少

到图书馆事业中，还肩负着提高公众科学文化素质建设

被讨论，学者更倾向于使用图书馆 2.0或Lib 2.0来表

的重任。推动公众参与图书馆建设，不仅是参与式服务

达用户参与图书馆运营的概念。图书馆 2.0强调以用户

在图书馆行业的体现，也是图书馆服务建设和公共文

需求为导向，利用Web 2.0技术来实现社会公众对图书

化建设的重要途径之一。

馆工作的关注和参与。随着图书馆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和

其实，在更广义的自然环境下，公众参与不仅局限

开放科学、公众科学概念的兴起，图书馆建设中的公众

于网络媒介上用户的知识创造和共享，而是应该在人

参与程度也得到进一步地拓展，用户可以和图书馆员共

与自然和社会相处的方方面面提倡大众参与和万众创

同参与虚拟图书馆和实体图书馆环境中图书编目等核

新，每个公民都有权利和潜质参与科学研究，甚至成

心工作，这一模式更加强调开放和参与的主要原则，公

为科学家，这就是公众科学（citizen science）的内涵

众对图书馆核心功能的深度参与以及在这一过程中的

所在。公众科学也被称为群众科学（crowd science）、

用户角色转变，代表着未来图书馆必然发展趋势的新

社区科学（com mu n it y scie nc e）、公民科学（civ ic

型服务模式和管理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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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或网络化科学（networked science），它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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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业余科学爱好者和志愿者等普通公民所主导或参与

国图书馆领域也紧跟步伐，应用众筹模式开展了百余

，强调各个科学研究领域中的公

个众筹项目。根据国内学者黄佩芳[11] 对“互联网+”背

众参与[8-9]。近年来，欧美等发达国家非常重视公众科

景下图书馆众筹的定义，图书馆众筹指通过互联网众

学运动，甚至成立了专门的公众科学协会，开展了多项

筹平台将图书馆、社会组织、企业、公众等参与主体聚

公众科学项目，初步具备了聚集公众力量、促进公众参

集起来，集聚各方资源，实现图书馆建设发展和服务供

与的经验。由于公众参与是公众科学的核心，因此本文

给的一种大众融资融智活动。该研究通过调研发现，图

将从国外开展公众科学的实践经验中汲取对我国建设

书馆众筹项目的成功率不高，且项目发起人多为慈善、

公众参与图书馆建设的有用启示，希望为我国公共图

助学和志愿服务等公益组织，筹集的资金主要用于偏

书馆开展参与式服务、建设参与式图书馆作出有益的

远地区图书馆的建造和图书捐赠、设备添置等馆藏资

启示。

源建设。图书馆众包则是指众包模式应用于图书馆领

的开放式科学活动

[6-7]

公众参与图书馆建设的现状及启示

域的具体实践，学者们认为众包模式在公共图书馆的

1 文献梳理

应用主要在于资源采购、参考咨询、数字资源加工、社
会化标注、文献编目等方面[12-16]。

1.1 我国公众参与图书馆建设现状分析

国内外已有图书馆以用户参与为核心，进行图书馆
馆藏资源和读者服务的建设，但大多图书馆以众包的

公众参与图书馆服务有利于调动公众力量、优化图

形式开展。在馆藏资源建设方面，主要包括对纸质资源

书馆服务管理和创新，是一种值得推广的服务模式。公

的数字化、数字资源的错误纠正、非结构化资源的征集

众参与图书馆服务与创新有多种不同的模式和理念，众

等，从资源视角扩充图书馆现有资源，丰富馆藏形式。

包理念是图书馆转型和服务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用

如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的“数字报纸”项目，大英图书

[10]

户参与式服务方面已有较多成功实践案例 ，是推动公

馆的“欧洲1914—1918”数字馆藏建设项目，上海图书

众参与图书馆建设的重要方面。本文主要从众包理念

馆的盛宣怀档案抄录项目等。在读者服务方面，国内外

的角度总结我国公众参与图书馆建设的现状。

图书馆进行的相关实践较少，国内学者的研究也大多停

众包模式是通过募集公众的标准化劳动来完成任

留在理论探阶段，主要针对参考咨询服务、学科知识服

务量大、需要人工完成的工作，众包模式能够成功开展

务、信息素养教育、阅读推广服务等读者服务的运行机

和应用，关键在于公众的参与。图书馆众包的理念起源

制、障碍与意义[16]。由于图书馆开展馆藏资源建设方面

于图书馆众筹。2014年，国内外学者开始关注在图书馆

的公众参与项目较多，本文仅列举国内外公众参与图书

领域应用众筹理念开展实践的可行性、特点和策略，我

馆建设的部分项目如表1所示。

表1 国内外公众参与图书馆建设项目举例
发起者

项目名称

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

“数字报纸”项目

大英图书馆

“欧洲1914—1918”数字馆藏建设项目

项目简介
以众包的方式对数字报纸进行错误纠正
向公众征集未出版的与战争相关的信件、照片、纪念品、
人工制品、文件等，经过数字化后在网络上提供共享
向公众征集有关豪罗芬努阿地区的图片、音频记录、

新西兰豪罗芬努阿图书馆

数字资源共享知识库建设项目

新加坡南洋技术大学图书馆

数字资源组织描述项目

通过用户众包方式投票来决定具体元数据方案的组成

上海图书馆

盛宣怀档案抄录项目

对盛宣怀档案中无法进行机器自动识别的全文进行抄录和标引

视频记录、文档、网络资源等

综上所述，从众筹模式到众包模式，公众参与图

以公众参与为核心，集聚公众的智慧和能量来提高服

书馆建设逐步从公众的资金和劳动参与过渡到知识参

务效率，创造新的知识。但二者均为项目发起者提供资

与，图书馆在这中间的角色也逐步从需要帮助的弱势地

源与服务，注重项目的成效与结果。而从公众科学的角

位转变为公众提供帮助的主导地位。这两种模式都是

度来看，更进一步的公众参与图书馆建设应该更加注
2019年第3期（总第17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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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谁参与”“参与什么”“如何参与”等问题，即更注

公众参与和较大的社会影响力。针对以上问题，国外公

重对象、方法与过程，为广大民众提供参与图书馆服务

众科学运动的开展可以为我国建设图书馆用户参与式

和其他社会文化活动的机会和途径。因此，我国图书馆

服务提供有益的启示。

建设中的公众参与仍处于探索阶段，在思想观念和实
际操作上还存在较多问题。首先，目前大多众包项目强

1.2 我国公众科学研究现状分析

调公众的“付出”而非“收获”，公众的参与形式大多是
被动参与，导致公众参与的热情不高，持续性不强，参

近两年来，国内学者对公众科学已开展初步研究。

与者并未因为自身的贡献而获得身份认同感；其次，公

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对公众科学的概念、运作机制、演化

共图书馆目前更多地将公众力量用于自身的建设和完

路径、项目设计、案例分析，以及公众参与的动因和信

善，对公众参与图书馆建设的目标和形式不够明确，未

任机制等方面。表2展示了我国公众科学研究的主题、

形成统一的参与式服务建设体系，导致图书馆各自为

视角和结论。

政，零散、独立、小规模地开展活动，无法形成广泛的
表2 我国公众科学研究总结
来 源
赵宇翔[17]
牛毅冲等[18]
张轩慧等[19]
张轩慧等[20]
陈英奇等[21]
赵宇翔等[22]
宋士杰等[23]
王筱纶等[24]
宋小康等[25]
练靖雯等[8]

研究主题
概念解析、模式探索
及学科机遇
公众科学项目运作机制
公众科学领域演化
路径与研究热点
数字人文类公众科学项目持
续发展阶段的公众参与动因
公众科学项目的任务匹配模型
公众科学项目运作机制及
实证研究
公众科学项目设计准则
公众科学项目中的公众
信任机理及提升策略
公众科学项目中知识
发现的流程及内在机理
数字人文领域公众
科学项目的案例分析

视 角

研究结论
可以从科研数据管护、特色馆藏利用、数字人文平台构建，以及用户

科研众包

激励和培训等方面对数字人文类公众科学项目进行深入研究
通过案例分析提出由前期投入、中期行动、后期产出

科研众包

三大阶段构成的公众科学项目运作流程
基于群体参与及协作的公众科学研究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

-

当前研究热点可以总结为项目视角、理论方法视角和参与者视角
使用扎根理论，构建出持续发展阶段的公众参与动因模型，

-

并提出相应的激励对策
提炼出任务匹配四个要素，从任务驱动的

科研众包
行动者网络理论

角度构建公众科学项目的任务匹配模型
通过访谈归纳公众科学项目运作机制网络中所包含的行动者及其关系，针

Science 2.0
DIKW模型
-

2 国外开展公众科学项目的实践经验

对存在的障碍，从招募培训、任务设计和数据管理等层面提出相关建议
九大准则，即面向公众、面向专业团体、面向政策、协作关系、
协作过程、协作平台、数据协议、数据保护、数据呈现
公众对科学家、项目发起方、项目质量存在信任危机，
可以从项目成立、宣传、实施、完成等阶段提升公众信任
提出公众科学项目知识发现模型，将公众科学项目知识发现流程划分
为三个阶段，即数字化阶段、知识生成阶段和开放应用阶段
通过案例分析总结出国外数字人文类公众科学项目的
实践经验以及对我国开展相关工作的启示

知识生成中的积极作用。行业协会是介于政府和社会力
量之间的重要纽带，对于新兴行业或领域而言，行业协会

2.1 国外开展公众科学概况

的带领和引导作用更加不容忽视。为了推动公众科学活
动的顺利开展和实施，许多国家/组织（如欧盟、美国和澳

近年来，欧美等发达国家开始重视并推行公众科

大利亚）都成立了公众科学协会，简介如表3所示。

学，将公众科学作为一种专家和公众共同参与、解决实

各公众科学协会的成立表示公众科学运动已经引

际科学问题、传播科学精神的研究方法，强调公民在科学

起全球范围的重视和响应。这些公众科学协会已经就与

44

2019年第3期（总第178期）

赵海平 付少雄 夏苏迪 等

公众参与图书馆建设的现状及启示

表3 美国、欧盟和澳大利亚公众科学协会简介
名 称

国家 /组织 成立时间

美国

2012年8月

Association）

通过沟通，协调和

通过创新和协作推进公民科学领域；促进公民科学的价值和影响；

教育推进公民科学

提供对进一步最佳实践的工具和资源的访问；支持沟通和
专业发展服务；促进该领域的多样性和包容性
在2020年，欧洲公民在推动世界可持续发展和知识创新中所扮演

欧洲公众科学协会
（European Citizen
Science Association，

欧盟

2013年6月

促进积极参与来
联系公民和科学

ECSA）

（Australian Citizen
Science Association）

的关键角色得到了肯定和重视；公民科学是一种公认的、
促进和资助的方法，旨在促进科学素养和科学专业知识的民主化，
提高研究的社会相关性和可持续影响，并改善欧洲和全球环境，
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政策的证据基础

澳大利亚公众
科学协会

目 标
使人们理解、重视和参与科学的世界；建立全球公民科学实践社区；

美国公众科学协会
（Citizen Science

使 命

通过分享知识、合作、
澳大利亚 2015年6月

能力建设和公众科学
宣传来推进公众科学

鼓励并促进广泛和有意义地参与公民科学；促进包容性和
协作伙伴关系；支持开发进一步最佳实践的工具和资源；确保
实现公众科学及其产出的价值和影响；建立ACSA作为澳大利亚
公众科学的有效、值得信赖和公认的组织和中心

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息息相关的关键问题展开了许多跨

性，如植物标本收集、物种记录、气候观测、文字录入、

国和跨组织的合作项目。如欧盟委员会发起的“Doing

文本标注等。②项目应该在完成之后产生实际的项目

it Together Science”项目和“WeObserve”项目，前者重

结果。一方面，只有当项目产生实用性的结果之后，项目

点关注仿生设计和环境监测领域，后者主要关注生态系

的参与者才能从中获得成就感和较好的体验，才有利

统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美国动物园和美国水族馆协会发

于公众持续参与之后的参与式项目；另一方面，项目结

起的“FrogWatch USA”项目，旨在发动志愿者的力量为

果所具有的实践意义本身就是对类似的项目是否能够

环境保护和两栖动物保护提供观测信息。可见，公众科

持续开展最有利的支持和宣传。③公众项目的开展保证

学不但对传统的科学研究方法进行了改革和创新，而且

公众从中获得一定的益处和项目反馈。这种益处不仅

对自然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人文资源的组织和开

是指金钱的利益，还包括研究成果得到认可（如新闻报

发、公众科学素养的提高作出很大的贡献。公众科学运

道、出版物出版等）、学习机会和自我提升、参与项目所

动的顺利开展意味着公众参与社会活动具有较大的意

获得的乐趣、社会资本积累、自我满足感和认同感等。

义和较高的热情，同时也说明公众参与社会文化建设的

④为了保证项目质量，需要在项目开展之前和开展过程

必要性和可行性。

中加强对参与者的指导和监督，开发适合参与者的数
据收集、管理、整合方法，项目完成后进行项目质量评

2.2 国外开展公众科学项目的实践经验——
以ECSA为例

估，为以后项目的开展总结经验。与此同时，项目的负责
人也要考虑到项目活动所涉及的版权、知识产权、数据
分享协议、保密、署名及环境影响等方面的法律和道德

本文以ECSA为例，通过对其公众科学项目开展情
况的调研和分析，总结出以下成功的实践经验。

问题。
国外公众科学运动重视公众科学协会在运动进

公众科学运动的发展主要依靠公众科学项目的开

程中的主导作用，公众科学项目一般是由多个机构或

展，而发展和执行高质量的公众科学项目需要详细的

组织联合发起或参与。公众科学项目的组织框架如图

设计与规划，本文总结了ECSA公众科学项目的设计

2所示，国外公众科学项目的开展不单依靠某个协会自

原则（见图1）。①公众科学项目一般具有量大、简易、

身的力量，而是尽最大的努力联合相关的机构共同发

重复、需要人工操作等特点。项目整体工作量往往需要

力。由于公众科学项目的开展往往需要大量的人员参与

大量人员的参与，仅依靠少数研究人员是无法高效完

和众多的机构协作，因此一般都是由公众科学协会主

成的。另外，每位参与人员的任务都较简单且具有重复

导，多方联合发起、组织和实施。如“Doing it Together
2019年第3期（总第17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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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现象提供思路，为某项区域性或领域内政策的制定
提供依据，抑或是为弘扬传统文化作出努力。其次，项
目的活动内容最好是简单且重复性的任务，对参与者的

ӗ⭏

ᇎ䱵Ⲵ亩ⴞ㔃᷌

要求不宜过高，并且设置合理的激励机制和反馈机制。
由于项目参与者都是业余的相关领域爱好者和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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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全职工作人员），因此在设计项目内容时应该是尽
量简单、易操作的碎片式和标准化任务，既有利于公众
参与，也方便后期的总结分析与整合，而合理的激励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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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和项目反馈有利于促进公众对图书馆服务项目的持
续参与。另外，由于参与式项目的目标之一是聚集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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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CSA公众科学项目的设计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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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因此参与的门槛不能设置过高。

3.2 重新定义公众角色和地位，拓展公众参
与的广度和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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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力量，引导公众参与到图书馆的各类服务和活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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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动公众参与图书馆建设的过程中，公众的角
色和地位需要重新定义，公众参与的广度和深度也需
要进一步拓展。在传统的图书馆服务中，图书馆员和公
众角色分别是图书提供者和图书接收者，公众往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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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动地接受图书馆所提供的服务和资源，对于图书馆
发展和建设的参与程度几乎为零。随着信息技术的开

图2 公众科学项目的组织架构

发和普及，电子期刊、电子图书、电子信息资源、管理
信息系统等的引进和应用，图书馆的馆藏资源和服务

Science”项目的参与方包括ECSA、中小型企业、高校、

得到极大丰富和扩充，公众的角色第一次发生转变，即

科学展览馆、博物馆、艺术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等。同

从被动的图书接收者转变为主动的信息获取者。随后，

时，公众科学项目的参与成员包括志愿者、业余爱好者

Web 2.0的出现使得公众参与各项社会文化建设活动的

和专业人员，他们不仅参与项目的执行，还可以根据个

程度大幅提高，也推动了公众在图书馆发展和建设中角

人意愿参与组织、管理、创新和决策等工作。

色的转变。公众不仅是信息接收者和获取者，而且成为
拥有更多主导权的信息提供者。如公众既可以通过线

3 国外实践对我国公众参与图书馆建
设的启示

上进行参考咨询、信息分享等活动，也可以线下参与图
书馆的资源荐购、图书编目等工作，可见，公众的参与
度和影响力都在不断提高。而近年来公众科学运动的

3.1 开展有意义的参与式项目，培养公众的
主动参与意识

兴起又为公众参与图书馆建设带来了新的机遇。公众
科学项目的开展过程中，有两方面需要特别注意：一方
面，公众在项目中的角色可以是贡献者，还可以是合作

公众科学运动能在何种程度上实现科学传播的效
[19]

者与领导者，这就意味着公众参与的进一步深入和地

，推动公众参与

位的进一步提高；另一方面，公众科学项目的参与者除

图书馆建设的过程中同样需要开展参与式服务项目来

特定领域的专业人员外，并非所有普通公众都是目标成

支撑和推动。首先，参与式服务项目在策划时应该明确

员，业余爱好者和志愿者是项目的主要参与者。借鉴到

开展的意义和预期的目标。对于图书馆开展的参与式

图书馆的参与式项目中来，公众可以不仅是项目的执行

服务项目来说，其目标可以是为解决某个有待改善的社

者，而且能够根据个人的能力和意愿参与项目的组织、

果主要依赖于公众科学项目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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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创新与决策。参考公众科学项目的分类，图书馆

闻媒体、社交媒体等。其次，宣传形式要多种多样以尽

的参与式项目也可以在项目策划时，根据项目的主题、

可能吸引参与者，如宣传单/海报、展览、音视频、软文、

流程和难易程度对项目类型进行定义，同时定义公众

讲座、游戏等。宣传内容的设计也非常重要，直接关乎

在项目中的角色和参与程度，这样有利于组织方对项目

公众对项目详情的了解和参与的意愿，应该着重介绍项

开展过程的把控。

目支持机构的权威性和专业性，项目的内容和意义，以
及公众参与的形式和激励机制。特别是，图书馆在号召

3.3 深化公共图书馆与相关机构的横向合
作，推动公众参与的纵向延伸

公众力量参与时，不仅要注重对参与式项目的宣传，还
要重视对公共图书馆自身的宣传。图书馆的职能已经
随着社会的发展发生变化，除广大阅读爱好者和学者

随着教育普及程度和人民文化水平的提高，公共图

群体外，仍有许多人不了解图书馆，尤其是公共图书馆

书馆的服务对象由学者、研究者逐渐扩大到普通大众，

的职能和作用。加强对图书馆的宣传推广，提高图书馆

使得图书馆担负起满足公众文化需求、提高公众文化

学会在开展图书馆参与式服务中的号召力和影响力，有

素养的社会责任。但是，即使公共图书馆在社会文化建

助于公众对公共图书馆社会文化建设和传播职能的理

设和传播中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仅凭图书馆一己之力

解，也有助于增进人们对图书馆参与式服务的关注和

也很难完成这一重任。与公众科学项目类似，我国公共

认识。

图书馆在开展参与式项目时，也应该深入与相关机构开
展横向合作，扩大项目的知名度和社会影响力。首先，

4 结语

在推行大型参与式项目时，各省市和地区的公共图书馆
应该加强合作，公众策划、宣传和开展活动，如此才能

公众参与顺应了信息技术发展带来的文化变革，为

在全国各地营造一种公众广泛参与的氛围，有利于提高

人们营造了一种民主、灵活的沟通氛围，强化了个体在

全民的积极参与意识。其次，公共图书馆应该积极寻求

社会发展中所贡献的力量。公众参与图书馆建设通过

与地方政府、企业、高校、博物馆、科技展览馆等部门

号召图书馆员以外的社会公众参与图书馆的服务活动，

和机构的横向合作。有了地方政府的政策号召、企业的

能够更好地发挥图书馆的公共文化职能，提高公众的

资金支持和品牌效应、高校的人力资源、博物馆和科技

科学文化素养。本文通过分析我国公众参与图书馆建

馆等机构的文化资源，公共图书馆在开展参与式项目时

设的现状，介绍国外公众科学运动的实践经验，提出通

才能事半功倍。另外，推动公众参与图书馆建设、提升

过开展参与式项目的形式来推动图书馆参与式服务的

公民的参与意识和素质需要很长的建设周期，公共图书

建设，并从参与式项目的内容、原则、框架、合作、宣传

馆在开展项目时，可以考虑从学生群体入手，提高青少

等方面总结出国外公众科学运动对我国公众参与图书

年群体的参与意识，充分发挥大学生的引领作用，推动

馆建设的有益启示，希望能为提升国民科学文化素养、

参与意识在不同年龄层、社会阶层中的扩展延伸。

促进公众参与图书馆服务和发挥公共图书馆职能作出
一定的贡献。

3.4 加强宣传推广力度，提高号召力和社会
影响力
“酒香不怕巷子深”的谚语在当今信息时代的营
销学中已经不再适用，事实证明，任何政策或项目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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