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生态学初探
黄建年
（南京财经大学图书馆 南京 ２１００４６）
【摘要】生态学已经在各行各业得到了广泛地应用，图书信息界也出现了不少有
关图书馆生态学的论文，但是目前尚缺少对图书馆生态学的总体研究。本文试图
从成立图书馆生态学的必要性、理论基础、研究对象等方面作一探讨，以期促进
图书馆生态学的研究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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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何为图书馆生态学？
１．１ 生态学概述
自 １８６９ 年德国动物学家 Ｅ·海克尔把“研究有机体与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
命名为生态学以来，生态学得到了迅速发展。目前生态学已经发展成为一门把人
类与自然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的综合科学。生态学渊源于生物科学，它正在以空
前的速度横向地和社会学、经济学等人文科学进行相互渗透和“杂交”，产生经
济生态学、社会生态学、人类生态学等边缘学科，尤其是人类生态学的研究为图
书馆学的研究提供了很多有益的借鉴。
１．２ 生态学研究什么
生态学是研究以生物个体、种群、群落和生态系统为中心的生物学，研究
生物与环境、生物与生物之间相互关系的一门生物学基础分支学科。近年来，生
态学的概念、理论及其方法得到了广泛地应用，促进了应用生态学的大力发展。
应用生态学研究的方向之多、涉及领域和部门之广，与其他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
结合点之多，真是五花八门，使人感到难以给予划定范围和界限。比如经济生态
学、保护生态学、生态工程、人类生态学、农业生态学、城市生态学、渔业生态
学、放射生态学、景观生态学、全球生态学这些生态学的新学科可以说异彩纷呈，
在当前科学研究领域放射出夺目的光彩。
１．３ 图书馆生态学
生态学的发展，导致了生态学的有关理论及方法在各行各业中的应用。图
书馆生态学是指生态学基本原理和方法在图书馆中的应用。构建图书馆生态学的
目的有两个：一个是建设一座座符合生态的图书馆，二是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
图书馆事业。也即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前者是微观，后者是宏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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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构建图书馆生态学的必要性
构建图书馆生态学有无必要？这是我们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
不好，有关这个课题的其它一切想法、作法就无从立足。
２．１ 生态学在各行各业的应用
前文已经说过，生态学在近几年得到巨大的发展，已经在各行各业得到了
广泛的应用，产生了生态学各分支学科，特别是人类生态学、文化生态学的产生
为图书馆生态学的构建提供了更为具体的理论和方法。
２．２ 持续发展战略理论
生态学理论的一个重要成果是世界各国把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为国家经济发
展的基本国策。图书馆需要为国家的经济建设服务，也必须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
以确保图书馆能够长期、稳定的发展，从而更好地为国家的建设服务。前几年曾
流行过的“图书馆消亡论”等观点，反映了图书馆人对图书馆发展战略的思考以
及对图书馆业发展的忧患意识。也曾经掀起了一场关于图书馆事业发展战略的大
讨论，一定程度上为图书馆事业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发展框架。但是，大多数研究
没有从生态学角度、从可持续发展战略角度来探讨事业的发展战略，让人感到有
隔靴搔痒之嫌，感到力度不够。利用生态学观点，立足于可持续发展战略对图书
馆事业的发展问题进行研究，将有助于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更加深入。
２．３ 地区图书馆发展中存在不平衡问题，不符合生态学发展规律
关于图书馆布局问题，是自新中国建国以来图书馆界一直比较关心的问题
之一，但是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如何解决好这一问题？应用生态学的模型进行
合理的规划很有必要。
２．４ 高校扩招对图书馆的影响
近几年，国家大力实行扩招政策，各高校扩招速度很快，学生人数迅速增
加，可利用的资源越来越少，生态环境迅速恶化。对于学生所需的衣食住行等方
面的条件学校都尽量满足，但是对于图书馆文化的投资则明显不足，造成了资源
严重短缺。尽管图书馆界使用了很多方法，实行联合采购、资源共享方法，但只
能解燃眉之急，图书馆生态越来越差，长此以往，图（书馆）将不图矣！研究图
书馆生态，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了。
除了以上几个方面，其它领域的研究和发展，比如关于信息污染问题的研究、
生态结构的研究等也在呼吁图书馆生态学的创建。
３ 图书馆生态学建立的理论基础
３．１ 图书馆是个正在发展的有机体
印度图书馆学家阮冈纳赞在其名著《图书馆学五定律》中指出：
“图书馆是
个正在发展的有机体”。众所周知，生态学是“研究有机体与环境相互关系的科
学”，所以研究图书馆生态学是必然的选择，也是生态学研究进一步深入的表现。
３．２ “图书馆学也是一门正在发展中的科学，其学科性质也在不断变化，未来
图书馆的性质，可能是综合科学。”（吴慰慈《图书馆学概论》２１ 页）
从上述的论述我们不难看出，图书馆学正在发展。任何一种事物，只要它
还在发展，就必须研究与其环境的关系。而这正是生态学擅长的领域，利用生态
学的理论与方法来研究图书馆学，将有助于把图书馆学理论及方法的研究推向深
入。
３．３ 图书馆要研究人与文献信息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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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学就是研究图书馆收集、加工、整理、保藏、控制图书与一定社
会读者利用藏书之矛盾产生与发展规律的科学。”（黄宗忠《图书馆学导论》２８
页）。也就是说，图书馆学是研究特定类型的人类（读者与馆员）与其相关文化
环境之一的文献信息间的关系。而“研究生命系统和环境系统相互关系的科学”
正是生态学（我国著名生态学家马世骏语），所以研究图书馆生态学正是图书馆
学自身的要求。
３．４ 图书馆的构成要素
北京大学吴慰慈教授认为“图书馆的构成，有藏书、读者、干部、技术方
法、建筑、设备等要素” （吴慰慈《图书馆学概论》４３ 页）。而武汉大学的黄
宗忠教授则认为图书馆的构成要素有：“藏书、读者、人员、经费、物资和建筑
设备、技术方法、信息、时间” （黄宗忠《图书馆学导论》１５２ 页）。尽管两者
所认为的构成要素的数目不同，但是其基本内容均非常相似。如何最大程度在利
用要素，发挥图书馆的职能，一直是图书馆理论与实践工作者孜孜以求的目标。
但是，目前我们采用的方法基本是老“三论”
（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生态
学及生态工程为我们提供了全新的思路和做法。比如藏书应该控制在一个怎样的
水平上才能更好服务于广大的读者，传统的定性、定量的方法都不能从根本上解
决这一问题。而利用生态工程、生态模型来解决这问题将给我们带来全新的认识。
３．５ 图书馆类型与生物种群
上一小节主要是从图书馆的微观分析的，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会是一个怎样
的呢？要了解这一问题，首先我们来宏观地观察一下图书馆。
众所周知，图书馆有各种各样的类型，比如公共图书馆、国家图书馆、高
校图书馆、军事院校图书馆、科学图书馆等。每一类型图书馆都有自己的共性和
个性，它们都由各种各样的单个图书馆所组成。而种群（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是在一定
空间中同种个体的组合。研究二者的相似性，以及生态学原理方法和方法在图书
馆中的应用，将使我们更全面的加深对各类型图书馆共性及其个性的理解。
３．６ 图书馆事业与生物群落
要了解图书馆事业与生物群落者的关系，有必要来理解一下二者的概念。
北京大学吴慰慈教授认为，图书馆事业这一概念的产生与发展，是与图书
馆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地位及其所起的社会作用紧密联系的，它随着社会的需要
而产生和发展，并受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制约。只有当社会上各种图书馆数
量、质量、规模、发展速度和组织形式发展成为联系紧密的图书馆整体时，才能
构成社会的图书馆事业。因此，“图书馆事业这个概念代表的是一个体系，即社
会共同使用图书的体系。”
在生态学中，
“生物群落可定义为特定空间或特定生境下生物种群有规律的
组合，它们之间以及它们与环境之间彼此影响，相互作用，具有一定的形态结构
与营养结构，执行一定的功能。”
读者诸君不难看出，实际上图书馆事业与生物群落的概念非常相似。图书
馆事业也可以定义为特定时间或者环境中图书馆群体有规律的组合，它们之间以
及它们与环境之间彼此影响，相互作用，具有一定的正确形态结构与组织结构，
执行一定的功能。
所以研究群落生态学理论与方法在图书馆中的应用很有必要。
３．７ 人类生态学
人类生态学是研究人类群体与其环境的相互作用的学科；人类生态学研究
的是人和社会机构的地理分布的形成过程及其随时间变化的规律和过程，研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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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种群的时间、空间分布的各种社会和非社会的原因。人类环境包括人类生命维
持系统中的外界环境的全部因素，也就是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两部分。它主
要指聚落环境，它以人群聚集和活动作为环境的主要特征和标志，是人类自己创
造出来的生存环境。聚落环境根据其性质、功能和规模可分为院落环境 、村落
环 境 、城 市 环 境 等。在 图 书 馆 中 同 样 研 究 这 些 方 方 面 面 ， 比 如 图 书 馆 院
落 环 境、 村 落 环 境、城 市 环 境 的 研 究 、图 书 馆 的 地 理 分 布 的 形 成 过 程 以
及 其 随时间变化的规律和过程，研究读者群的时间、空间分布的各种社会和非
社会的原因。目前，图书馆学的研究中虽然已经有了对有关问题的一些研究，比
如图书馆布局、图书馆建筑，但是因为生态学没有作为一个基本的研究方法，所
以研究不够深入。利用人类生态学的研究成果，可以对有关图书馆的问题作一个
比较全面的思考。
３．８ 文化生态学
斯图尔斯认为：
“在文化和环境的交互作用中，适应不同的生态环境，文化
也将显现出不同的生态现象（斯图尔德《进化和过程》，１９５３）”。在一定程度上肯
定了文化生态学存在的合理性。文化生态学认为，人类是一定环境中总生命网的
一部分，并与物种群的生成体构成一个生物层的亚社会层。在这个总生命网中引
进超有机体的文化因素，就会形成一个文化层，这两个层次之间交互影响和作用，
在生态上有共存关系。这种共存关系不仅影响着人类一般的生存和发展，也影响
着人类社会文化的创造活动。作为人类的一种特殊文化现象，“图书馆是搜集、
整理、保管和利用书刊资料，为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服务的文化教育机构”（吴
慰慈《图书馆学概论》４１－４２ 页），也必然具有文化生态学的一些特征。所以说，
图书馆生态学的研究，是文化生态学理论在图书馆领域的应用和发展，是文化生
态学深入研究的自然而然的结果。
３．９ 信息生态学
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的陈曙认为信息生态是“信息－人－环境之间关系的
总和”，南京大学蒋录全博士认为，
“信息生态学是以人类需求为信息世界的中心
来设计和管理信息环境的，是属于信息管理学科的一个分支”。作为一个比较稳
定的信息服务机构，图书馆对信息管理理论与方法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不可避免
地与信息生态学研究发生交叉，所以利用信息生态学的成果将能够把图书馆信息
管理推向深入。
３．１０ 图书馆经济学
近几年来，生态观念已经成为社会大众的热门话题。在一般大众的视野中，
生态的含义为：
“自然的、经济的、环保的”。
《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修改）》
认为高校图书馆任务之一是“…实现文献信息资源的优化配置”，而资源优化配
置正是经济学理论的基本要求和目的。由此可见，研究图书馆经济学是生态学的
必然要求。现有的图书馆经济学、文献经济学等学科的发展为图书馆生态学提供
了在经济学方向的研究成果。
４

图书馆生态学的研究对象
对研究对象的研究是一门学科体系化的根本标志，任何一门学科都会加强
对研究对象的研究，图书馆生态学也不能例外。但是，图书馆学是一门图书馆学
与生态学的边缘学科，所以对其研究对象的界定，始终存在着一定的困难。尽管
如此，我们必须努力探索，找出一些对象，以使图书馆生态学的研究更加深入。
４．１ 图书馆生态学是研究图书馆与环境、图书馆与图书馆之间相互关系的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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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学和生态学的边缘学科、交叉学科。
尽管在图书馆学理论和生态学理论中都对图书馆与环境有研究，特别在图
书馆学中对图书馆与环境的关系作了较为详细的研究，图书馆理论工作者付出了
很多精力，但是因为没有利用生态学的理论方法，所以其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对环境的研究基本上处于定性的研究状态，缺少相应的概念模型、操作模型。这
是图书馆生态学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我们再来看看图书馆与图书馆之间的关系。建国以来，我们大力加强资源、
馆际互借、馆际合作工作。特别近年来，各地学会也加强了对这一工作的关心和
指导，让人感觉这些就是图书馆之间关系的全部。图书馆之间的关系到底怎样？
正确的结论是什么？这些资源共享、馆际互借工作收效甚微，为什么？分析这方
面的论文、资料非常多，也总结出一些原因。比如体制问题、领导重视等。这些
个原因是否正确？到底是图书馆之间不愿合作？还是图书馆之间的布局存在问
题、无合作的必要性？抑或是图书馆的发展程度超越了当地居民对文献信息的需
求水平？
众所周知，供需关系是一切经济问题中问题的最基本的矛盾，长期供求关
系的脱节会使社会产生新形态的替代品。在资源共享方面、图书馆合作方面存在
的供需关系是否存在脱节现象？脱节现象存在的时间、强度如何？有没有产生新
的替代品？有整个信息消费体系中，图书馆承担了怎样的功用？随着历史的变迁
其功用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目前有哪些信息替代品？哪些是图书馆自身引起
的？哪些是社会的发展，比如因特网的发展等因素引起的？
不深入的研究这些问题就永远无法知道事实的真相。文献信息的供需矛盾
是图书馆最基本的矛盾，决定了图书馆的发展。仅靠图书馆自身的努力是无法从
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的，社会大众的需求才是失去图书馆发展的根本动因，也是
图书馆合作的根本力量。
４．２ 图书馆生态学是研究图书馆个体中的种种生态现象以及单个图书馆建筑与
周边环境关系的微观图书馆学
作为个体的图书馆，图书馆生态学应包括图书馆建筑生态现象、图书馆与
周边环境关系等都值得我们研究。
在图书馆建筑内部，我们要考虑阳光、通风、空气清洁程度等自然环境因
素，更要考虑考虑装饰材料、灯光、绿色植物等人工因素。
现代的装饰材料大多数对人体有害，我们该如何处理好这一问题对工作人
员和读者的影响。再比如，现有灯光的研究基本在人的视力所需要的水平上，只
有一个指标。而灯光对人的影响绝对不止一个方面，所以也不是一个指标能够解
决的。现代社会人的近视率较高，究竟为什么？在图书馆里，人们阅读时感到舒
适吗？灯光的高度、方向、强度、与阳光的互补程度我们是否都有考虑？会产生
眩晕光吗？会影响某些读者的阅读情境吗？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在此我不再列
举，在下文的图书馆环境中再作较为详细的论述。
另外，们还应该考虑图书馆建筑与周边环境的协调。在人声鼎沸、喧闹无
比的菜市场附近，在垃圾成堆、臭气熏天的垃圾场附近就不太适合建设图书馆，
即使不得不建，也要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比如隔离墙、隔离带的建设。
我们知道，图书馆大多数建设在风光旖旎的自然景观附近，给人一种视觉
上的享受，但是，这种做法究竟对图书馆有多大的影响？我们没有确切数据来证
明。能否建立起一种专门的理论体系来帮助我们确定这一做法的依据？比如我们
可以通过空气中氧气浓度、微生物数量、细菌数量、ＣＯ 含量、ＣＯ２ 含量等指标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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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来得到一定的理论依据。如果某一图书馆因为种种原因而导致指数偏低，我们
应该通过人工措施来调整。目前有各种各样的空气质量检测仪，可以用来检测图
书馆内部的空气质量。需要注意的是，我国目前已经制定了一系列的标准，比如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ＧＢ／Ｔ １８８８３－２００２），图书馆应该密切关注。制定出切实
可行的措施，真正实现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宗旨，把读者和工作人员的切身利益
放在第一位。
４．３ 图书馆生态学是研究以图书馆种群、群落和生态系统为中心的宏观图书馆
学。
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个体、生物种群、群落和生态系统为中心，在图书馆生
态学中也是如此。前文已经说过，各种类型的图书馆与种群的概念类似，比如公
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等，图书馆事业与生物群落的概念的类似，图书馆生态系
统与生态系统研究类似。
而在传统图书馆学理论中，我们已经分别对图书馆类型、图书馆事业以及
图书馆系统作了比较充分的研究。但是，对于他们之间的关系我们研究还不够。
在图书馆生态学中我们应该加强三者相互关系的研究。比如各种类型图书馆之间
怎样？图书馆种群、群落和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如何？
对于图书馆生态系统，我们研究还不够。甚至对什么是图书馆生态系统还
没有形成个明确的定义。
生态系统（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一词是英国植物生态学家 Ａ．Ｇ．Ｔａｎｓｌｅｙ 于 １９３６
年首先提出来的，是指在一定的空间内生物的成分和非生物的成分通过物质的循
环和能量的流动互相作用、互相依存而构成的一个生态学功能单位。在自然界只
要在一定空间内存在生物和非生物两种成分，并能互相作用达到某种功能上的稳
定性，哪怕是短暂的，这个整体就可以视为一个生态系统。根据图书馆构成、特
性、定义，我们都不难看出图书馆是一个生态系统。可以这样说，图书馆生态系
统是从图书馆角度来研究的生态系统。它既包括单个的图书馆的生态系统，即微
观生态系统，也包括对图书馆事业来研究（含全国性或者全球性两种）的生态系
统，即宏观图书馆生态系统。当然还包括从地区图书馆总体来研究的图书馆生态
系统，即中观生态系统。为了研究方便，我们将此归入到宏观图书馆生态系统中
去。
总的来说，我国图书馆体系分为“条”、“块”两大体系，条块之间如何协
调？它们对事业究竟起到了一个怎样的作用？它们共同营造了一个怎样的图书
馆生态环境？进而对社会信息环境有着怎样的影响？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将有
助于将生态学研究更加深入。目前对全球生态环境的研究已经成为一个研究热
点，图书馆能否为此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是中国图书馆界、信息界能否在全球
性图书馆生态系统建设和研究有所建树？我们拭目以待。
在这个研究对象中，环境的营造是重要的一环。目前信息污染比较严重，
我们该如何治理？能否应用环境综合整治的一些经验和方法？因为该问题所涉
及的面太大，此处我们不打算过分展开。准备在另文“信息污染及其治理”中专
门进行论述。
４．４ 图书馆生态学研究的重点在于图书馆生态系统和社会信息各个组成成分之
间，尤其是图书馆与环境、图书馆与图书馆之间的相互作用。
图书馆生态在研究与环境间的关系时，不仅要依靠生态学、图书馆学的研
究成果，还要依靠教育学、文化学、社会学、计算机科学等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
学个学科的研究成果。在研究图书馆生态系统时，这一点就显得更加重要。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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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学中，引进了系统概念，对图书馆系统进行大量研究。黄宗忠教授在其专著
《图书馆学导论》中专门列出章节进行研究（第九章），而且其它各章节中利用
系统学、系统论的观点。可以这样说，系统学观念已经深入图书馆界、信息界。
最近关于信息生态的研究成果多了起来，说明图书馆界、信息界也开始重视了对
图书馆的信息生态研究，并力求揭示图书馆与信息生态之间的关系。
近几年，图书馆研究蓬勃发展，出现了很多新研究领域，比如图书馆文化
学、图书馆建筑学、图书馆公共关系学、图书馆经济学等均是跨学科研究的成果，
是图书馆学界、信息学界、以及社会其它各界相互协作、协调、合作的结果。这
些跨学科、跨领域的合作为图书馆生态学的研究提供了很多经验，特别是对图书
馆生态系统的研究，一定会借鉴其它领域的研究经验。
作为图书馆的核心问题之一――信息，始终吸引了图书馆人的目光，也吸
引了其它领域专家学者的目光。每一领域的学者均从自己的领域表示了自己的关
注和重视。哲学家研究信息关注的是信息的本原问题，经济学家关注的则是信息
的经济价值问题，军事家关注的是信息的情报价值，对于国家军事系统的影响，
图书馆专家研究信息的传递和服务问题，数据库专家研究的则是信息的搜集和组
织问题……，如此种种，不一而足，但是正是从这方方面面研究，才构成了对信
息的完整认识和理解。同样，图书馆生态系统也不会从一个角度的研究能够得出
完整的结论，它需要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才能得出系统的、正确的、全面的理解
和认识。生态学家关注的是图书馆中的生态特征，图书馆学家关注的生态环境中
的图书馆特征，情报学家关注的则是生态环境中的信息功能或者情况功能的实
现，心理学家关注的则是生态图书馆中的人文精神、人本意识的培养，建筑学家
关注的则是建筑能否符合生态的有关规律，同时又能够张扬人文、艺术的精神，
并实现二者的完美统一……，正是通过一切各领域的合作，导致对图书馆认识的
逐步加深、升华。
如何看待这种研究现象，这正是图书馆生态学要加以研究的课题。通过对
这种现象的研究，找出这种研究内在的、本质的规律，使对图书馆学的研究由表
面的、被动的、必然的状态转化为本质的、主动的、自觉的研究，真正地把图书
馆学研究推向深入。
以上从四个方面，对图书馆生态学研究对象从总体上进行了总结，实际上
这是不全面的，随着对图书馆生态学的深入，将有更加具体、全面的研究对象。
５

结语
关于图书馆生态学学的研究才刚刚开始，笔者根据自己的研究有理由相信
生态学的研究将推动图书馆学研究的深入，也一定会吸引更多的专家学者参与对
这一问题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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