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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环境下少儿图书馆建设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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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今社会处于网络时代，少儿图书馆的建设发展需要迎合新时代特点。为了确保少儿图书馆建设在顺应时代
发展的同时不断丰富读者的阅读方式，本文分析了网络环境对少儿图书馆的影响，提出少儿图书馆应该从外部经营
和内部管理两方面做出相应的改善，使之在人生塑造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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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flect o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ldren’s Library in Network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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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oday's age of network,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library need to cater to th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In order to ensure that children's library conform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times and at the same
time constantly enriched readers reading ways,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effect of network environment on children’s library
and proposed that children’s library should improve the exterior management and internal administration to make it play a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role in shaping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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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纪是一个网络信息时代，伴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突飞猛进，许多图书馆创建了专门
的网站，各大图书馆通过联网的方式，组建了一个庞大的信息库。少儿图书馆的建设应该适应时代
的形势变化，迎合新时代背景下读者多元化需求[1]。在网络环境下，少儿图书馆的资源结构配置、
布局发展、提供文献的服务方式和服务质量都需要更上一个档次。工作人员也应该更新自己的思想，
提高创新意识，促进少儿图书馆面向现代化、网络化的方向发展，更好的适应新时代的大众需求[2]。

1
1.1

网络环境下少儿图书馆的变化
传统的馆藏赋予新含义

处在信息时代的背景下，大众已经不再用旧的衡量标准来评价少儿图书馆的好坏。“藏与用”之
间的矛盾一直让传统的少儿图书馆很难处理，网络环境下的少儿图书馆就很好地解决了这一个问题，
让各式各样的读物不因其物质价值而不能供少年儿童阅读，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了少年儿童阅读的范
围。网络环境下少儿图书馆建设的内在驱动力就是为了增大少儿图书馆的馆藏量。传统的少儿图书
馆在收藏图书的时候会考虑到少年儿童的特点，着重于收集一些适合供给少年儿童阅读的纸质、影
像资料等。传统的少儿图书馆在发展的过程中很容易遇到图书馆面积不够、时效性较低以及投入经
费不足等一系列的问题，但是现代社会信息量巨大且增长迅速，单单靠传统形式的馆藏形式是远远
不够的。网络的优势在于信息量大且更新速度快，很好地适应了现代社会的趋势。但是，网络中的
内容比较杂乱无序也是儿童在阅读的时候所面临的问题。网络环境下少儿图书馆的建设正好作为一
个管理并传播知识的平台，使大量有序的信息源源不断在网络上进行补给。因此，网络环境下少儿
图书馆是扩大馆藏的一种方式，是信息时代下的必然产物。
1.2

图书馆服务形式的变化

传统的少儿图书馆的服务重心在于馆藏工作，就是说在传统模式下的少儿图书馆为少年儿童提
供的服务工作都是以藏书为中心来进行的，藏书的规模将受到馆舍大小的制约，而网络环境下少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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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将把服务重心放在读者身上，工作人员提供的服务都是以满足读者的需求为目的，根据
读者的需求来发展图书馆的服务质量。传统的图书馆服务形式、目的始终如一，但是，网络环境下
少儿图书馆的服务将随着少年儿童需求的变化而变化。网络环境下少儿图书馆的建设要及时了解当
下少年儿童读者的需要，尽最大的可能满足读者的需求。网络环境下少儿图书馆服务多了一项关于
读者需求调研的工作，可以采取问卷调查、统计读者阅读量以及访问的方法来了解读者的喜好。除
此之外，为了更好地服务于读者，网络环境下少儿图书馆地服务应该形成咨询、检索以及文献提供
的一条龙服务，这也是网络计算机时代的一个发展方向。
1.3

图书管理员的职责变化

传统的少儿图书馆工作人员主要需要掌握图书馆学的一般业务知识，网络环境下少儿图书馆工
作人员还必须拥有一定的计算机技术和网络知识技术，能够在网络信息时代的条件下为读者提供尽
可能多渠道的服务。在工作过程中，工作人员应该善于了解和发现少年儿童的喜好，根据读者当下
的能力状况，引领少年儿童安全、健康以及正确地运用互联网资源。同时，工作人员也应该积极的
发展和创新少年儿童图书馆网站，一方面可以给少年儿童读者提供所需的网络咨询，另一方面也要
针对少年儿童自身特点提供科学合理的服务。提高工作人员的素质也是网络环境下少儿图书馆建设
的一项重要内容。

2

网络环境下少儿图书馆的建设措施

在信息时代的背景下，传统的信息收集方式已经不再适用。网络环境中的信息分散在世界各地，
通过网络联接，可以获得任何地方的信息资源。信息存储方式已经不再是传统的单独的实体存储形
式，而是一个庞大的资源共享体系。少儿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利用网络把所有的资源集中起来，然后
根据少年儿童的需要来提供其所需要的服务。服务的内容包括信息的检索、获取、处理以及利用。
读者只需要把自己的设备联接上网络，就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快速地获取所需资源。网络环
境下少儿图书馆建设适应形式的变化，让读者在信息化时代可以方便快捷地得到自己所需要的信息，
为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动力。下面对网络环境下少儿图书馆的建设意见展开具体论述。
2.1

多元化馆藏资源，建立读者数据库

传统的少儿图书馆的馆藏资源主要还是印刷品文献，然而，在网络环境下少儿图书馆中将出现
影像资源、数字化资源以及光盘等多种多样的新媒体信息资源[3]。这些信息资源传播速度快，信息
存储量大而丰富，方便检索，获取便捷。在互联网时代下，它们拥有印刷品文献没有的优点，提高
了获取信息的效率。在进行少儿图书馆馆藏资源建设的时候，应该着重搜集一些具有创新性、有益
健康成长的读物、影像和光盘，全方位地去激发和培养少年儿童的创新意识和生活情趣。这种形式
的教育会让少年儿童更容易接受，将寓教于乐的教育理念融入其中，让读者在快乐中收获知识。所
以，网络环境下少儿图书馆馆藏资源必须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建立读者数据库，是少儿图书馆坚
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全面提高服务质量，不断满足读者多种多样需求的工作要求。每个读者需要的
资源不同，网络环境下的少儿图书馆会形成一种互动形式的网络系统，为每个读者提供其真正需要
的最新资源，提供最高效直接的服务。这样的服务一定是建立在非常了解读者需求的基础上，所以，
网络环境下的少儿图书馆应该建立完善的读者数据库，记录和跟踪少年儿童的阅读情况，分析其阅
读倾向，全方位地了解少年儿童的需求，尽量满足其个性化的需求。
2.2

转换服务理念，创新服务内容

进行网络环境下少儿图书馆建设的时候，少儿图书馆的工作人员的思想也要与时俱进，不能拘
泥于之前的观念，也就是说工作人员不能再以馆藏作为服务理念的中心而是转变到以满足读者的需
求为中心，将过去那种“重藏轻用”的理念舍弃掉，全心全意的以读者的需求为服务目标，并积极利
用计算机网络技术提供多元化的服务。网络环境下少儿图书馆的资源提供形式将一步一步成为以读
者需求为重点，将各式各样的信息资源集中起来并进行传递。工作人员开通网上阅览、查询、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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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网上借书等服务形式，把信息、文献和读者很好的结合起来，形成一体化的服务模式。除此之
外，少儿图书馆还可以专门针对儿童的特点开展创新型的服务如中华文化展览、古诗词背诵大赛、
读书月以及英语角等。为了更好地获取少年儿童和老师家长的建设意见，创立专门的意见邮箱，定
期进行问卷调查。也可以设立专家应答系统，就少儿图书馆的各项问题做出解释，赋予少儿图书馆
更多的服务特色。目前，少儿图书馆的建设正向着更深层次服务的方向发展，不再是单一的提供书
籍的借还服务，而是融入了家庭和社会的理念，使服务更加多元化，在更加明确以人为本的服务理
念的同时积极开展一些创新性、主动性的活动，以全方位、多层次的服务形式，帮助越来越多的少
年儿童认识图书馆，走进图书馆并且利用图书馆。
2.3

全面提高少儿图书馆工作人员的素质

网络环境下的少儿图书馆工作人员需要拥有更高的专业素养，这不仅仅是指图书馆学的专业素
养，更重要的是网络信息技术的专业程度。网络环境下少儿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既是知识的管理者又
是信息的导航者，利用专业的网络技术为读者提供方便快捷的服务，在信息的海洋中，把读者真正
需要的资源以最直接的方式呈现出来。在组建少儿图书馆的工作人员队伍的时候，应该全面地优化
队伍的结构，包括年龄、知识素养、学历以及职称等各个方面。在对工作人员进行培训的时候，应
该从网络技术、文献信息管理技术以及现代信息技术等方面提高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除此之外，
还可以制定科学合理的职工管理制度，提高工作人员的爱岗就业精神，增强其竞争意识并且提升其
创新能力。少儿图书馆工作人员拥有越高层次的素质，网络环境下的少儿图书馆建设就更加完善。

3

总 结

网络信息时代促使少儿图书馆的建设进入了一个突破了时间和空间局限性的信息共享时代。少
儿图书馆的发展在迎来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网络环境下的少儿图书馆建设应该积极
抓住发展的机遇，利用好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同时，勇于挑战，敢于创新，顺应时代发展，在机
遇与挑战中更好地服务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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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护岸符合了近年来水利部门提出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发展水利事业的新理念，不仅能够满
足以往水利工程强调的防洪工程安全、水土保持等功能以及美化环境，同时还能兼顾维护各类生物
适宜栖息环境和生态景观完整性的功能，是现代河流治理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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