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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图书馆开展群众路线教育活动的实践探索 
以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图书馆为例 

耿艾莉，杨寅华，盛 芳，薛晶晶，徐秀秀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网书馆，上海，201620) 

摘 要：阐述了群众路线的内涵及其在高校图书馆的表现形式，以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图书馆为例，探讨了目前高校图书馆深化群众路线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在 

高校图书馆开展群众路线教育活动的具体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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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在全党 

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提高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能力。高校图书馆作为先进 

文化传播和教育的重要阵地，在党的群众路线指导下，应因势利 

导 ，以人为本，采取多种形式的群众教育实践活动，增强读者与 

图书馆的互动 ，群策群力，从而提升图书馆的内涵建设和服务内 

容。 

l 群众路线的内涵及在高校图书馆的表现形式 

1．1 群众路线的内涵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长期革命和建设经验的总结，是党 

的科学的领导方法。群众路线的内涵是指一切为了群众 ，一切依 

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高校图书馆的群众路线依托 

主体主要是图书馆直接服务的教职工和学生，他们普遍具有较 

高的知识水平 ，较强的民主意识和参与意识 。近年来，高校图书 

馆在坚持群众路线方面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1．2 群众路线的表现形式 

1．2．1 确立以读者为中心的服务理念 

近年来，高校图书馆的工作理念已从传统的借书藏书机构 

转变为了一切服务以读者为中心的理念。理念的转变是图书馆 

深化群众路线的关键，是做好一切服务工作的前提。同时，理念 

的转变也催发了图书馆一系列的改革 ，使图书馆的各种资源配 

置以读者的需求和效果为转移。 

1．2．2 虚心听取读者的反馈意见 

从群众中来：虚心听取读者的反馈意见。主要体现在图书馆 

的文献资源荐购、服务质量的意见反馈等方面。文献采访工作是 

保证图书馆馆藏文献质量的一个重要环节，传统的文献采访工 

作，都是采访馆员根据学校的发展规划、学科建设、采访经验等 

基金项目：2013年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党建研究课题“高校 

图书馆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方法及实效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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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书刊。随着以“读者为本”的人文理念不断加强，各大高校图 

书馆都积极鼓励读者参与到文献资源的采访工作中，逐渐形成 

了完善的荐购机制。对于纸本文献可组织学生赴书城现场采书、 

利用书展组织师生现场采购等方式。对于电子文献可采用问卷 

调查、数据库试用反馈等方式来决定是否购买该数据库。对于图 

书馆的其他工作也可采取多种形式进行反馈，要善于倾听群众 

的意见，并加以针对性的完善和提高。 

1．2．3 读者服务的重视与发展 

随着从传统图书馆到数字图书馆的转变，对读者服务的升 

级也是日新月异。伴随数字化技术带给图书馆的系列变革，我们 

需要进一步创新服务模式、拓展服务内容，为广大读者提供全方 

位、多层次的服务。如虚拟参考咨询系统、Web2．0、一站式检索、 

云计算 、移动阅读等服务 ，正在为读者提供更便捷 、更全面的服 

务。 

2 深化群众路线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作为直接服务对象的教师和学生是图书馆群众路线的依托 

主体，他们在使用图书馆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和需求是图书馆 

深化群众路线的重要动力。 

2．1 文化服务功能不够明显 

作为育人阵地的图书馆，不仅要向师生提供良好的知识资 

源，还应创造一种适合他们健康成长的文化氛围。图书馆在校园 

文化服务方面具有天然优势，除了传统的向读者推荐优秀书刊 

之外 ，图书馆在文化创新、文化扩展、价值观引导、思想引领等方 

面的优势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 

2．2 不能满足读者的个性化需求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知识量的激增及学科的交叉渗透 ，学 

科的综合性、整体化越来越强，用户对信息的需求往往是多方面 

的内容。图书馆亟须从传统的图书文献中心转向以知识服务为 

主的综合服务中心，满足读者个性化 、多样性的需求。 

2．3 不能满足读者的拓展性需求 



耿艾莉，杨寅华，盛 芳，薛晶晶，徐秀秀 高校图书馆开展群众路线教育活动的实践探索一 以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图书馆为例 图书馆工作研究 

随着网络化、数字化、信息化的发展给图书馆带来的机遇与 

挑战，广大师生对图书馆的服务功能拓展性需求也越来越多，如 

图书馆的创新服务、阅读推广、信息加工和知识营销、社区服务 

等功能需求。围绕这些功能的拓展，图书馆要在发展理念、载体 

形式、管理模式等方面进行探索和转变。 

3 开展群众路线教育活动的具体途径 

在校党委领导下的图书馆基层党组织，肩负着党在高校直 

接联系、引导、组织和团结群众的重任，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落实到基层，连接广大党员和师生员工的桥梁和纽带。针对群众 

路线在高校图书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近年来上海工程技术大 

学图书馆党支部积极探索党群工作新路径，创建了“党群互动合 

作小组”模式。该模式根据图书馆的部门设置和党员分布，将全 

体教职工划分成8个合作小组，每组包含一两名党员和若干名 

群众，以此为单位开展活动，并取得了显著成效。 

3．1 开展群众路线主题理论学习活动 

通过开展群众路线主题理论知识的学习，使广大党员真正 

懂得人民群众是历史活动的主体，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等马 

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基本理论。可以通过有 目的、有计划 、有组织 

地围绕群众路线主题开展理论教育，制订和实施党员教育培训 

规划。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图书馆党支部定期组织党员通过学习 

研讨、小组讨论、专题培训 、讲座等形式 ，引导图书馆的党员干部 

树立群众意识，增强和提升党性修养。 

3．2 拓展党员联系群众的途径 

新时期高校图书馆践行群众路线，就是要注重人文关怀，把 

服务师生和群众作为重要的价值取向。在实际工作中，图书馆党 

支部应当积极拓展党员联系群众的途径 ，使更多的群众能够及 

时畅通表达自己的意愿和诉求 ，实现党员和群众零距离，为群众 

多办事、办实事。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图书馆党支部带领广大党员 

积极学习和践行群众路线，通过读者满意度调查问卷 、读者信 

箱、微博互动、网上论坛等方式及时了解群众最需要、最迫切解 

决的困难和问题，并据此改进工作。 

3．3 创新党建工作载体 

图书馆基层党组织应当充分运用现代科技和网络技术 ，创 

新图书馆党建工作载体。例如，利用微博、博客、微信等方式增加 

党员干部与群众的和谐互动；建立融学习、培训、管理、互动、评 

议等功能于一体的党建工作信息平台等。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图 

书馆党支部通过党群互动合作小组的形式开展了一系列创先争 

优活动并取得显著成效。近两年开展了“文明窗 口”评比、“岗位 

创新”评比、“图文秀”屏保大赛、图书馆调研报告评比等一系列 

党群互动活动，通过这些活动大大促进和提升了图书馆的各项 

服务管理水平。如“岗位创新”评比是以党群互动合作小组为依 

托，让职工对图书馆的各项服务查找问题，激发灵感，发挥集体 

的智慧，以评促建，在评比中充分挖掘职工群众的智慧和潜能， 

涌现出不少“金点子”，从而有效地提高图书馆服务水平和能力。 

3．4 搭建多种交流平台 

高校图书馆作为传承大学文化精神和传播社会主流价值文 

化的重要场所 ，应通过自己的优势条件搭建各种文化交流平台， 

开展丰富的文化服务活动，支持和推进校园文化的建设与发展。 

比如举办各种展览、讲座、书评、文化沙龙等活动，引导学生树立 

正确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让大学生在理性思辨中不断趋同价值 

取向。为更好地宣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上海工程技术 

大学图书馆党支部通过党群互动合作小组的形式，开展了“党员 

CEO推动诚信文化校园行”活动。该活动以诚信文化为主题，通 

过选书、荐书、评书的过程，引导师生正确的价值取向，有利于培 

育诚实、守信、敬业、健康向上的校园文化。该案例获得 2012年 

度上海市教卫工作党委系统优秀组织生活案例。同时党群互动 

合作小组又开展了巴金生平及作品图文展、祖冲之摄影作品展、 

“书友会沙龙”等系列活动。上述活动有利于构建和谐的校园文 

化氛围，同时也大大提升了广大读者的文化素养。 

3．5 提高馆员知识素养 

高校图书馆服务的读者是高校师生，是掌握先进技术和信 

息的群体，是先进技术的生产者和应用者，他们对图书馆的服务 

要求较为复杂，尤其对学科服务的要求更高，对于这样的形势， 

馆员要提高自己的各方面素质，就必须不断学习，扩展知识面， 

加强业务培训，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图书馆 

每年都派出部分老师参加各种培训，学习内容有中外文编目培 

训、汇文系统培训、科技查新培训、数据库培训等，大大提升了馆 

员的业务水平和能力，从而更好地为师生服务。 

3．6 建立群众评议制度 

要巩固和保持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成果，保证活动的 

长期实施，必须通过群众评议和 自我批评的形式，健全各种制度 

建设，逐步形成长效监督机制。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图书馆党支部 

目前正在健全和完善党支部组织生活制度、群众评议制度和党 

务公开制度。强化全体党员教师的责任意识和党外群众的监督 

意识，完善考核评估体系，努力用科学的分析和评价体系，对图 

书馆党群活动做出公正、合理、科学的评价分析。 

4 结语 

总之，贯彻和执行党的群众路线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需 

要我们不断地探索、拓展和深化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方式 

方法 ，构建富有针对性 、科学性 、实效性，面向群众 、服务读者的 

长效运营机制，更好地促进图书馆的各项职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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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社区图书馆建设现状及发展对策 

魏秋萍，徐世呜，王雪松 

(黑龙江省图书馆，黑龙江哈尔滨，150090) 

摘 要：介绍了黑龙江省社区图书馆的发展现状，阐述了社区图书馆 目前存在的问题， 

提 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 

关键词：社区图书馆；公共图书馆；黑龙江省 

中图分类号iG258．23 文献标识码 ：A 

原全国政协副主席厉无畏指出，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文 

化产业占 GDP比重不足 4％，占世界文化产业市场份额不足 

3％，而发达国家的文化产业占GDP比重却在 10％左右，如美国 

的文化产业占GDP的比重达25％，其在世界文化产业市场中所 

占份额高达43％。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我国当前对文化发展的 

需求是巨大的，这也符合社会的发展规律。因此，如何满足人民 

群众 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是值得所有文化工作者思考的问题。 

而社区图书馆作为整个文化服务体系中最基本的文化服务节 

点，其传播先进文化和提高全民素质的作用不容小觑。 

1 黑龙江省社区图书馆的发展现状 

截止到 2012年末 ，黑龙江省共建成标准规范的共享工程县 

级支中心 129个，乡镇服务点900个，社区图书馆 101个，活动室 

服务点292个，自建的社区、街道、部队、寺庙等基层服务点 128 

个，与农村党员现代远程教育合作共建村基层服务点9 054个，实 

现了农村服务网点100％的全覆盖，初步构建了省、市、县、乡、村 

五级共享工程服务体系。表1为黑龙江省社区图书馆建没情况表。 

以哈尔滨地区来讲，哈尔滨市城区面积 5．3万 km ，市区人 

表 1 黑龙江省社区图书馆建设情况 

社 区图书 总馆 舍 藏书数 市 区 人 每万人拥 每人拥 

城市 口数量 有图书馆 有图书 馆数量
， 个 面积，m 量／册 

／7Y人 面积， 数量，册 

哈尔滨 45 27 500 135 0o0 587．9 46．8 O．02 

牡丹江 14 5 680 42000 80-3 70．7 0．05 

绥化 13 5 370 39 0oo 50 107．4 0．O8 

大庆 24 12780 72 00o 13O 98-3 0．07 

鸡西 2 1 230 6o0O 91．7 13．4 0．O6 

黑河 3 1 450 9000 50 29 O．02 

口587．9万人，按每个社 区图书馆藏书 3 000册计算 ，平均每 

13．1万人拥有一座图书馆 ，每人拥有图书 O．02册 ，远远低于国际 

图联制定的人均 2册图书的标准。由此可见，我国目前的社区图 

书馆建设无法满足人民群众的阅读需求，建设进度相当迟缓。 

2 社区图书馆目前存在的问题 

(1)书籍陈旧，更新缓慢。目前黑龙江省各社区图书馆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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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e into the Practice of Carrying out the Mass Line 

Education Activities in University Library 

Taking the Library of Shangha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as an Example 

GENG Aili，YANG Yinhua，SHENG Fang，XUE Jinjin，XU Xiuxiu 

ABSTRACT：This paper expounds the connotations of the mass line and its expressive forms in university library，and 

taking the library of Shangha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as an example，probes into some main problems currently existing 

in the course of deepening the mass line in university library，and puts forward some concrete paths for carrying out the 

mass line education in university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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