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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有效的管理就是要在有限的时间内以最小的代价或浪费获得最佳的期待结
果，时间的浪费就是价值的损失。对读者时间成本予以关注、分析和研究，使读
者用最少的时间获得最大的满足感，是图书馆最基本和终极的服务目标之一。文
章较为系统考察了图书馆 24 小时开放形式，重点介绍淮海工学院图书馆 24 小时
开放探索实例并进行反思，提倡图书馆拓展延伸服务内涵，反对单纯形式上的延
长图书馆服务时间。图书馆 24 小时开放展现了图书馆人的智慧，它用了最小的
时空和成本，使服务绩效达到了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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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Effective management is to minimize the cost or waste in a limited period
of time, and obtain the best result which we expected. The waste of time is the losses
of value. To pay attention, analysis and research the readers time cost, so that readers
with minimal time to get the most satisfaction. It is one of the most basic and ultimate
services goals of library. The article systematically inspected the forms of library open
24 hours a day, focuses on the practice of Huaihai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library open
24 hours a day and makes reflection on it, advocates expanding library extension
services connotations, against the purely formal extension of library services time.
Library open 24 hours a day to show people the wisdom of the librarian, it makes the
service performance to achieve the maximization by uses the least time and space and
c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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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时间管理理论指出，时间是一种供给完全没有弹性、无法储存、易消失、永
远短缺、没有替代品的特殊资源，是企业管理无法替代的要素。有效的管理就是
要在有限的时间内以最小的代价或浪费获得最佳的期待结果，时间的浪费就是价
值的损失。对读者时间成本予以关注、分析和研究，使读者用最少的时间获得最
大的满足感，事实上也是图书馆最基本和终极的服务目标之一[1]。图书馆 24 小
时开放展现了图书馆人的智慧，它用了最小的时空和成本，使服务绩效达到了最

大化。 本文在较为系统考察国内外图书馆 24 小时开放实践概况之后，重点介绍
淮海工学院图书馆 24 小时开放探索实例并进行反思。

2 图书馆 24 小时开放实践
2.1 国内外图书馆的实践概况
通过结合笔者个人的观察、文献调查及大旗底下 QQ 群的访谈发现，国内外
图书馆 24 小时开放情形主要有以下 8 种：
（1） 图书馆网页（数字图书馆）[2]。在当前的数字化网络化环境下，服务
保障相关技术日渐成熟，这种“网络图书馆”服务形式成新趋势，备受读者欢迎，
日渐推广普及。
（2） 自修室 24 小时开放。部分图书馆设有专门的自修室，为读者提供较
教室、实验室、宿舍等更为安宁便利地学习场所。
（3） 电子阅览室（网吧）24 小时开放。部分图书馆电子阅览室提供或曾提
供这样的服务，特别是在计算机资源相对紧缺的时期。随着计算的普及及上网条
件的飞速进步，这种 24 小时服务形式日渐式微。
（4） 局部开放（
“馆中馆”或某个阅览室）
。报道最多的“国内率先实行全
年无休 24 小时开放”的东莞图书馆，是指该馆的“自助式图书馆”。“自助式图
书馆位于东莞图书馆的南门口，占地 110 多平方米，拥有馆藏图书近 2 万册，并
安设了舒适的沙发供读者阅览休息，是全国首家拥有独立空间的自助式图书馆。
这个与自助银行颇为相似的“馆中馆”在主馆闭馆时段为读者提供借还阅服务，
成为主馆的补充与延伸。”[3]
（5） 局部功能开放。有些馆可以 24 小时还书，书投入还书箱，24 小时内
办理还书手续。本着一切为了读者的服务理念，这种服务形式彰显人文关怀，越
来越多图书馆积极采用。
(6） 特定时间段 24 小时开放。据说美国大学图书馆按照教学和学生的需
要运作的。在考试期间，图书馆是 24 小时开放的。平时，一年中除了几天时间，
大部分时间图书馆都是全天候开放到凌晨 12 点[4]。
（7） 新型的馆外 24 小时自助借还服务。比如深圳图书馆提供的深圳街头
24 小时自助借还服务，每个自助借还机内 500 本书[5]。深圳市建设“图书馆之城
（2006-2010）五年规划”为市民描绘的蓝图是市民可以不用去图书馆，不受图
书馆开、闭馆时间的限制，在社区、街边的一台机器上就能借书、还书、办理借
书证，享受图书馆的预借送书服务通过自助图书馆，读者可申办新的借书证；可
以像在中心图书馆借书一样，借自助图书馆书架上的图书；可以续借自己的全部
图书；可以将所借书归还到任何一个自助图书馆，也可以还回中心图书馆。读者
通过图书馆网站查询到所需图书，可以发出预借请求，中心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将

帮助读者寻找图书，找到后送达读者指定的自助图书馆，并通知读者取书。所有
自助图书馆都与图书馆服务中心联网，中心掌握着所有自助图书馆的图书借出、
还回情况，并将根据读者群的不同需求，有针对性地向各个自助图书馆配送图书。
这种新型服务备受欢迎，在经济条件较好的城市，正在积极地探索与实践之中。
（8） 信息共享区。信息共享区（Information Commons）是一种新的基础设
施，是围绕综合的数字环境而特别设计的组织和服务空间。国外许多 “信息共
享区”为图书馆特定的物理区域，全部或部分 24 小时开放。我国许多研究型综
合大学图书馆也在积极研究和建设信息共享区，并已取得初步成效。

2.2 淮海工学院图书馆的实践实例
2.2.1 概况
淮海工学院是江苏省委、省政府为了加快发展苏北、均衡全省高校布局，于
1985 年在连云港市创办的一所省属普通本科院校。现有全日制普通高等教育在
校生 16500 多人，教职工 1600 人[6]。淮海工学院图书馆自 2008 年 3 月 27 日开
始施行全年全天 24 小时开放。该馆新书借阅中心 24 小时开放，已开展此项服务
5 个多月。新书借阅中心位于图书馆一楼，是全馆最为便利的读者服务窗口。藏
书情况为新书 4-5 万册，约 1 万余种，不含文艺、历史地理类图书。借书只能借
1 册，借期 1 周。还书须到统一的还书中心还。阅览桌 36 张，196 个座位。靠墙
位置可以自带笔记本上网。存包用身份证或者学生证押存包柜使用权（也许是存
包柜不够用、或者不够方便，门口杂放许多包包）。空调开放，24 小时热水供应。

2.2.2 排班情况
8：00-22：00 分两个班次。8：00-14：30，两人（一正式职工、一临时工）
14：30——22：00 两人（一正式职工、一临时工）。上两天歇一天，头天为前一
班，次日则为后一班，周末亦然。22：00-24：00 与 0：00——8：00，物业管理
人员一名（两人轮班，一人一天）。也就是每天 5 人。物业管理值班人员职责包
括：记录值班情况，处理突发事件；维护监测仪、阅览统计功能电脑、借阅功能
电脑、空调等设备正常工作；保证夜间热水供应等。

2.2.3 运行情况
数据来源为值班记录。2008 年 3 月 27 日开始开放，22：00-24：00 与 0：
00——8：00 时间范围，读者人数每两小时数一次，每天 0：00-2：00，2：00-4：
00，4：00-6：00 三个时间段人数相同。6：00-8：00 和 22：00-24：00 人数比
较多（50 人以上）。凌晨 0：00-6：00 情况。3 月 27 日-5 月 12 日：小于 10 人；
5 月 13 日-6 月 6 日：10-50 人；6 月 7 日-6 月 21 日：50-100 人；6 月 22 日-7
月 3 日：120-160 人；7 月 4 日-7 月 8 日：80-10 人（递减）；7 月 9 日-9 月 2
日：10 人以下。

6 月 1 日-7 月 14 日 0 点至 6 点读者请况（学校 7.14 放假）。6.1-6.10：33、
29、27、31、30、46、54、58、52、71；6.11-6.20：55、57、57、61、65、41、
84、91、89、87；6.21-6.30：98、120、159、162、156、149、123、138、157、
151；7.1-7.14：135、119、127、78、56、40、45、10、9、8、6、5、3、4(其
中 7.13、7.14 两天凌晨 4-6 点没有读者)。
为了更直观地了解运行情况，笔者将 2008 年 8-9 月间数据制成图书馆 24
小时开放阅览室读者到馆情况统计表（见表 1）,表中不包括正常开放时间
（8:00-22：00）数据。
表 1：图书馆 24 小时开放阅览室读者到馆情况统计表（局部）

由于计数是人工逐个清点，表 1 的数据只反映概况，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到 6：
00——8：00，22：00——22：30，两个时间段人数相对较多。这两组数据表明，
早上 8 点（通常为开馆时间）以前，有部分读者希望在开馆前利用图书馆；晚上
10 点（通常为闭馆时间），有一定比例的读者希望适当后延闭馆时间。其他时间
段都有数量不等的读者在，表明读者有利用图书馆的需求，虽然从总体看来有需
求的读者数量并不多。

2.2.4 反响
受借阅权限约束，图书借阅量较小，阅览量较大。考试期间，自习的同学多。
平时，主要是准备考研的同学学习。新书借阅中心兼具自修室功能。

笔者有幸在新书借阅室工作过一段时间，一边观察，一边思考。我觉得图书
馆无大事，细节决定服务的好坏。图书馆之间的服务水平差距很大，从环境卫生、
服务意识、服务态度等细节上可以体现出来。围绕细节可以做得文章很多。在新
书借阅室，1 种书有的只有一本，有的多达 20 本。针对复本大于 5 本以上的图
书，新书借阅中心只保留 5 本。方便上书，减少倒架频率，降低乱架率，节省馆
员和读者时间。新书借阅室的目的在于新书展示，提高图书（新书）利用率，扩
大借阅权限很有意义。目前只借一册，借期一周，建议扩大借阅册数（2-4 册）
或者延长借期（两周）。建议增设 24 小时还书箱。类似邮政邮箱，可以存放 300-500
本图书，还书中心一个，另一个放在新书借阅中心门边。规范服务用语，慎用“严
禁”、“不准”等。读者不宜或条件不允许读者做的事情，能够做出合理化解释。
百度贴吧的部分讨论结果[7]。“前些天我在校园网看到有关图书馆延长服务
时间的消息，但是我突然看见其中有这么一段‘图书馆全天 24 小时开放’，一时
我有点反映不过来，难道三更半夜图书馆也开放……请高手解答？ ”
（2008-4-5
23:19 ）“个人理解为通宵自习室。 以前考研的不总是要求么。”（2008-4-6
01:35 ）
“前天晚上 12 点多钟，图书馆一楼阅览室灯火通明，诺大的房间连管 理
员在内一共是 4 个人在，平均一个人差不多要 20 支日光灯照着！
”（2008-4-9
07:39 ），
“别说是图书馆亮了那么多的灯，晚上，你去各个自习室溜达下，不都
是１０多个人，却亮着满屋子的灯，貌似这是习惯，什么时候同学们能把这习惯
也改改……”

（2008-4-9 10:51 ）

该校校长曾于 6 月 19 日和 7 月 1 日 23：30 视察图书馆，并在 8 月 30 日的
全校中层干部会上表扬了图书馆：“图书馆在开放时间方面带了个好头，设置了
24 小时开放阅览室。今后，学校将对所有公共服务机构和设施，比如体育馆、
食堂等，统一规范审定开放办法和时间。”
江苏教育网站《“贴心工程”让淮海工学院校园吹拂和谐春风》[8]这样报道：
“图书馆今年 3 月开通的 24 小时阅览室，让很多辛勤苦读的同学有了去处，在
那里，同学们可以享受到四季如春的阅读环境，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管理人员还
把开水烧好，供同学们自由饮用。”
图书馆试行开放一个全天候（24 小时开放）阅览室，馆领导班子对此高度
重视，思想上适应，理念上更新，真正以积极创新的态度对待，馆领导参与其中，
及时协调和解决试开放中出现的问题；节假日馆领导带头值班，对此新生事物克
服坚持过程中的困难。开放以来，以辛劳和执着赢得了读者的赞誉和较好的效果，
更重要的是，24 小时阅览室的开放，开阔了办馆思维、更新了办馆理念，真正
开创了图书馆服务工作的新局面。

3 图书馆 24 小时开放反思

3.1 国内外图书馆的实践反思
国内外图书馆 24 小时开放，目前，总体上来讲还处于研究与探索阶段。据
悉，巴斯大学（University of Bath）的图书馆是一栋很气派的现代建筑，也是全
英唯一一个 24 小时开放的图书馆，光电脑就有 400 多台。学生们要写论文，常
常就带着洗漱用具“住”在里面，直到论文完成。有人为了写一篇论文，在学校
图书馆读了 48 本英文原著才写好[9]。杜惠翔[10]以东莞图书馆自助图书馆、自助
服务站为例，论述了城市图书馆以自助方式 24 小时开放服务的背景、总体构思、
实现形态和实施要点，并对其中的安全维护、运营管理、推广应用等方面进行了
深入地探讨。
图书馆 24 时开放种种服务形式，有的是图书馆延伸服务范畴，有的是图书
馆延长服务时间范畴。因需而变，因地制宜，因时制宜，不断改进我们的服务，
图书馆 24 小时开放是一种必要的有益的探索。

3.2 淮海工学院图书馆的实践反思
淮海工学院图书馆 24 小时开放探索是一种创举，值得肯定。但是，物业管
理人员完全履行图书馆管理员角色，这种状况的不断持续与扩大，会降低社会公
众对图书馆职业的学术尊重，影响了社会与公众对图书馆职业的专业认知程度，
对于整个图书馆事业的长期发展来说是非常不利的。图书馆在增加服务内容和时
间方面，任重而道远。淮海工学院的实践告诉我们高校图书馆最佳开放时间如下：
平时：6：00-24：00；考试期间（1 个月）：全天 24 小时开放。笔者认为，应该
提倡图书馆拓展延伸服务内涵，反对单纯形式上的延长图书馆服务时间。如果单
纯是形式上的延长图书馆服务时间，缺乏必要的调查研究，既没有达到服务读者
的目的，还可能导致人力物力的浪费。
坚持以人为本，这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以人为本，就是要把读者的
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读者的多方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
面发展。图书馆需要对读者时间成本予以关注、分析和研究，使读者用最少的时
间获得最大的满足感，使服务绩效达到最大化。

3.3 图书馆 24 小时开放前景反思
我们要清醒认识当前图书馆的内涵及所处的环境。周文骏先生认为，图书馆
是文献和信息资源社会共享的机制、信息技术应用和创新的平台、文献和信息资
源交流的枢纽[11]。笔者认为周文骏先生比较准确地诠释了现代图书馆。
江苏省高等教育数字图书馆(JALIS)管理中心沈鸣主任认为，当前高校图书
馆所面临的挑战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12]：
（1） 第三方资源提供商的崛起。新的电子资源市场已经形成，海量的一次
文献的电子资源实际上掌握在数据库供应商手中，有了海量的电子资源，数据库

供应商就可以开发出更大的增值服务市场。相比之下，图书馆明显处于劣势，而
电子资源的广泛使用对传统服务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在商业电子资源的市场
上，图书馆界并没有太大的话语权。
(2) 公共信息平台的发展服务渗透。Google、百度等公共数据服务商对数字
图书馆业务的渗透也已经开始，这种趋势势不可挡，而且不存在技术上的障碍，
一旦扫清法律上的障碍，其发展是难以预料的，这些公共信息服务商也很清楚，
他们的服务竞争的方向就在与专业化，如果没有具有自己特色的专业化服务，他
们的生存都会发生问题，从这点上说，公共数据服务商对于专业化的服务市场的
开拓，比图书馆界更为敏感、更为投入。由于这些服务商掌握有资源的优势，对
市场的反映和服务的推广，速度要比图书馆更快。
（3） 图书馆的核心业务在更大范围的整合。图书馆核心业务的全面整合，
由商业公司参与的、以商业化运作方式的整合，如地区性的书目共享、全国性的
书目共享、商业化的文献传递服务，例如“读秀”的参考咨询服务等等，都将对
传统的图书馆核心业务和内部管理产生冲击，分散原来图书馆的读者群。对于一
个开放的市场环境而言，只要存在竞争和利益，都可能成为商业化运作的支撑点。
就会有商业公司参与。图书馆出于对运行成本的考虑，也会优先考虑以共享的方
式，参与这种整合。另一方面，服务外包的方式，正在被广泛的接受，分流了原
属于图书馆自身的业务工作。
笔者以为，以上三方面的挑战，不仅仅是高校图书馆所面临的挑战，而是所
有类型图书馆所面临的挑战。这些挑战是我们不能够回避的，只有勇敢的面对挑
战，专注于应对，专注于服务创新，我们的事业才有希望，充分地利用我们的长
处和掌握的资源，坚持服务创新，在我们所擅长的业务领域中，寻求新的服务空
间和增长点。唯有如此，我们的事业方能顺应潮流、健康发展。图书馆 24 小时
开放是服务创新重要内容之一，目前我们已经有所行动，但还很不够。
如何开展个性化服务，如何延长服务时间，如何实现零距离文献服务等问题
成了图书馆服务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以现代化的网络技术、自动化技术为支撑，
在管理模式、服务方式、新技术应用上进行探索和创新，图书馆 24 小时服务大
有可为。

4 结语
图书馆对于读者来说，是一片乐土和沃土。读者在图书馆可以享受到诸如
学习、工作、研究、休闲等方面的服务，在不知不觉中接受种种文化的熏陶，激
发人生的活力。图书馆是图书馆员的一篇热土。图书馆员挥洒汗水，建功立业，
赤诚地为读者服务和广大读者建立起诚信的密切关系[13]。在新的图书馆利用环
境中，图书馆和读者的关系产生了新的、质的变化。以前是以图书馆为轴心、读

者利用文献的主要途径，是到所属的图书馆去查找和利用文献，接受图书馆员的
各种服务。今后则是以读者为轴心，其周围是可利用的各种信息源，图书馆只是
其中一种可供选择的信息源。要适应新的利用环境下读者的要求，就需要调整既
有的服务的结构，开发新的服务方式。
中国图书馆学会 2008 年 10 月发布的《图书馆服务宣言》[14]第 3 个目标为：
“图书馆在服务与管理中体现人文关怀。图书馆致力于消除弱势群体利用图书馆
的困难，为全体读者提供人性化、便利化的服务。”笔者认为，图书馆 24 小时开
放是图书馆在服务与管理中体现人文关怀的重要举措之一，它切实努力为广大读
者提供人性化、便利化的服务。服务意识是人类文化自觉的体现，服务观念是文
明高度发展的必然。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最好的形式，最适合的形式，需要我
们不停地探究，不断改进我们的服务。本文的研究与思考尚很肤浅，希望能为图
书馆 24 小时开放研究与实践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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