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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天堂，那里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 ”博尔赫斯这样形
容图书馆。

在长沙市风景最美的地方———湘江与浏水交汇之处，长沙图
书馆新馆如今已不仅是长沙市文化地标之一， 更以开馆至今累
计接待读者 660 余万人次，开展各类阅读活动 3980 场，打造阅
读推广活动品牌 35 个的耀眼成绩，成为了市民的“知识天堂”。

不过，市民喜欢的长沙图书馆却不止这一处。近年来，长沙图
书馆以总分馆为城市阅读服务体系架构， 沉入城市各个空间角
落，渗透到市民生活深处，为城市的未来发展文化赋能。

2010 年， 长沙市启动实施图书馆总分馆
建设，市政府办公厅下发了《长沙市图书馆总
分馆建设实施方案》，明确了“政府主导、多级
投入、集中管理、统一服务”的总分馆体系运行
模式和分馆建设的人财物投入等重大事项。 经
过 8 年的探索和实践，全市逐步形成以市图书
馆为总中心馆、区县(市)图书馆为总馆、辐射城
乡的图书馆总分馆网络体系。

在市图书馆借书，在分馆还书抑或是在分
馆借书，来市图书馆还书，如今都不是新鲜事。
一般长沙图书馆分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不大的空间内既可以阅读、借书，使用总馆的
数字资源，还能办证，享受总馆的阅读活动等
多项服务于一体。

“原来总要妈妈从图书馆借书来读，现在
放学就能来这里看书了。 ”在博才西湖小学读
五年级的蔡梦溪每天要在长沙图书馆龙王港
分馆待上两个小时看书。

位于长沙市岳麓区麓山名园小区内的长
沙图书馆龙王港分馆，有藏书 4000多册。平时
来看书的孩子很多，除了读书、借书，图书馆还
会针对孩子们开展圈圈故事会和手工艺品制
作等阅读活动。

此外，长沙图书馆的分馆还开设了自助图
书馆和地铁图书馆。

位于长沙市烈士公园南门的自助图书馆
开启了“逛公园，一站式阅读体验”的新模式。
在长沙地铁一号线的马厂站，也有许多市民在
借书或者还书。 按照计划，今后，长沙每新开通
一条地铁线路都将布局 3个地铁自助图书馆。

“30 秒借书，10 秒钟还书”的自助图书馆
让出行的市民享受到了便捷的图书借阅服务。

在分馆暂时无法覆盖到的区域， 长沙市、
区县(市)图书馆还在机关、学校、企业、军营、广
场及乡村设立了流动图书服务点， 满载 3000
多册图书的流动图书车忙碌地穿梭在城乡，定
线定时定点将图书送到百姓身边供他们借阅。

以前，区县（市）、乡镇街道、村社区各建各
的图书馆，各级图书馆独立分散，泾渭分明，形
同孤岛。 有了“总分馆制”，便能形成“1 个总中
心馆 +9个总馆 +多个分馆 +若干自助图书馆
+流动图书点”的布局，总分馆之间图书实现通
借通还，数字资源实现“一卡通”共建共享，优
质文化资源就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利用。

截至今年 6 月， 长沙全市总分馆达 106
家、流动服务点 88 个，其中街区、地铁、公园自
助阅览室（设施）20家，联动农家书屋提质分馆
10家，初步构建了覆盖城乡、结构合理、发展均
衡、惠及全民的公共图书馆服务网络，基本满
足了群众的阅读需求。

“公共图书馆虽然属于公共文化事业，但
真正要群众满意，我们要给总分馆体系的运营
注入产业思维，要像产业运营项目一样向社会
推广图书馆。 ”长沙图书馆馆长王自洋说。

总分馆制的推行，“效能” 永远是关键词，
而要实现“效能”最大化，就离不开用户需求这
个标尺。

比如以往采购新书，从制订购书计划、采选、
分类、编目、上架等环节，到读者手中至少需要两
个月的时间，还不确定是否是读者想读的。

2011年起，长沙图书馆连续 7年与省市新
华书店合作开展“你的 book 我买单”活动。 只
要是长沙图书馆的读者，图书符合长沙图书馆
的采选原则和馆藏范围，读者即可将图书从书
店免费带回家。

2015年起，长沙图书馆还与京东商城合办
了“长沙人‘惠’读书”活动，在全国首创了“云
馆藏”公共阅读服务。 活动期间，读者只需在微
信平台选购图书后，通过长沙图书馆平台实时
向京东下单，便可快速送达读者手中。

“线下采购具有直观性和确定性，减少了
流通环节和流通时间，提高了读者参与度和图
书利用率。 ”王自洋说。

实现总分馆“效能”最大化，还要充分整合
分馆资源、管理、推动分馆服务，要通过集中培
训、跟班培训、网络直播、线上咨询等方式及时
为分馆培训馆员，如此一来，分馆才能建得起、
转得动、用得好。

“总分馆制对分散资源进行了整合，通过
统一采购、统一编目、统一配送、统一管理与服
务等方式提升效能达到对有限图书资源的利
用最大化， 实现群众借还书最大限度的便利
化。 ”长沙图书馆副馆长张军说。

场馆设施、资源的数字化、智能
化， 是长沙图书馆提升服务效能的
又一着力点。 长沙图书馆拥
有国内首创的“智能书架终
端”系统，利用 RFID 射

频技术，把每本图书与所在书架绑定，精确告
诉总分馆读者图书所在位置，读者只需在书架
处就可以直接借还图书。 同时，馆内各阅览室
均设有电子阅读终端，读者可获取国内文化资
讯，观看国家图书馆精品公开课。 除此之外，还
在多个分馆设置电子图书借阅机，扫一扫即可
轻松带走百万本电子图书。 在文献资源上，通
过总分馆读者“一卡通”实现服务体系内纸质
资源和数字资源共建共享、通借通还。

截至今年 8 月，长沙图书馆微信公众号关
注人数 142773 人，微博粉丝人数 96688 人，在
全国公共图书馆新媒体平台排名中名列前茅。
今年第四届中国数字阅读大会上， 长沙名列
“十大数字阅读城市”第 5位。

“我们强调的不只是图书和硬件资源下沉，
服务资源也要跟着图书一起下沉。 ”长沙图书馆
副馆长张军介绍。 2017年，长沙图书馆总馆向分
馆配送图书 9万册次， 总分馆到馆读者 709.92
万人次，外借图书 498.87万册次。同时，长沙图书
馆所有读书活动和社会教育项目也一并随着总
分馆下沉，总馆各个团队负责研发阅读推广活动
产品，然后培训专业志愿者到分馆实施，2017年
总分馆开展阅读推广活动 3400多场。

为保证所有分馆运维实效，长沙图书馆建
立了严格的分馆建设与管理流程，除按照人口
数量、人口分布、环境和交通条件等因素，因地
制宜确定分馆的数量、规模、结构和分布，所有
分馆还必须通过 3 个月以上的流动服务效果
监测才能正式建馆，并对所有分馆进行运维考
核，通过后台实时大数据监测、前端第三方社
会评估的方式， 实行限期整改和末位退出机
制。

面对人口分布的不均衡和文化需求的差异
化，单纯依靠政府按单一模式建设公共图书馆，
不仅财政资金压力大，也常常“吃力不讨好”。

长沙图书馆鼓励社会力量以资金、场地等
资源参与总分馆建设，打造了 20余个品牌馆，
“政府主导 + 社会力量参与”模式，共建共享
图书馆，赢得了读者点赞。

简名书苑位于长沙市望城区，原来是个别
致的咖啡馆，后来经营者将原来的咖啡馆改成
了一个图书馆，并成为了长沙图书馆分馆。

落地玻璃窗，暖意的灯光，直达天花板的
一面墙大书架，轻柔舒缓的背景音乐，别具一
格的装修，书香中弥漫着淡淡的咖啡香……成
了当地一个不折不扣网红图书馆。

负责人龚亚介绍，针对简名书苑的受众特
点， 长沙图书馆主要向其提供文化、 艺术、旅
游、摄影、人文类的书籍，总数达 1万多册。

除了这样的民营图书馆，还有与商业机构
合作的图书馆。

在岳麓区金茂梅溪湖小区，开发商金茂集
团也与长沙图书馆合作建立了梅溪湖金茂分
馆。 这个三层 300 平方米的图书馆， 有借阅
室，有活动室，藏书 8000多册。

时常到这里看书的居民彭向斌说，小区门
口就有了这样的图书馆， 忙中偷闲来看会儿
书，哪怕 10分钟，也很开心。

“经营性机构一般营业时间较长，所以能
够提供的阅读时间也往往较长。”张军介绍，一
般会选择经营规模适中、经营质态较好、环境

典雅舒适、客流量较大的社会服务机构，纳入
全市总分馆体系。

此外，长沙图书馆还与小蜜蜂志愿者协会
合作建成了小蜜蜂分馆，与创梦者培训学校合
作建成了年外借达到 5 万册次的少儿主题分
馆，与宁乡经开区合作建成面积达到 1000 多
平方米的蓝月谷分馆，与新中新儿童发展中心
合作建成了以“活动带动阅读”模式推广儿童
教育、亲子阅读的左岸分馆。

这些都是长沙图书馆“城市阅读社会化”
工作的初步探索，民办公助，鼓励和调动社会
力量参与建设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也包含
阅读服务的社会化。

长沙图书馆还以总分馆为阵地，成立了长
沙全民阅读志愿者联合会。

据统计， 目前在长沙图书馆注册的 2869
个志愿者中，大学生个人志愿者有 1033人，志
愿者团队 28个。 图书馆与中南大学、 湖南大
学、湖南师范大学、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等高校
密切合作，形成专业阅读推广志愿者队伍。

长沙学院机电系学生王贵云，是长沙图书
馆的志愿者。 他报名参加了长沙图书馆 E 课
堂，担任计算机专业的志愿者老师，每周末只
要有时间就会去学校附近各分馆为当地居民
开办计算机学习班。

在长沙图书馆开办的圈圈故事会和 E 课
堂这类以总分馆为阵地的阅读推广项目中，大
学生志愿者群体已成为中坚力量，弥补了总分
馆专业人员的不足，创新并改善了公共图书馆
的服务。

例如，“助盲爱心专车”志愿服务为视障等
残疾人群开启了“悦读”视界，体现了阅读的公
益性和平等性。

“我们不只是提供图书借阅服务，还希望
打造城市公共文化空间，让图书馆成为阅读空
间、交流空间、梦想空间，也是城市中最贴近生
活、最彰显自我的‘第三文化空间’。 ” 在王自
洋看来，阅读推广活动很符合市未来图书馆的
定义：“知识多向传播， 你是读者也是讲述者，
共享知识，甚至创新知识。 ”

无论总馆与分馆，长沙图书馆作为城市文
化服务和社会教育者的定位始终如一。总分馆
免费开办的“E 课堂”、橘洲讲坛、圈圈故事会
每年举办 330 多场，参与市民 2 万多人次，阳
光周末公益课、“阅读与我”演讲大赛、优秀少
儿绘本展、少儿经典诵读等活动，直接参与人
次 20 余万。 围绕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
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总分馆持续 10 年举
办“我们的节日·猜灯谜到图书馆”活动，文津
图书奖文献展每年在分馆巡展，每周通过微信
向总分馆读者推荐优秀读物。 每到假期或周
末，分馆的孩子们都可以参与经典诵读、红色
电影欣赏、故事驿站、绘本之旅等活动。 2016
年开始实施的“青苗计划”，根据不同年龄段孩
子的心智发育特征和兴趣爱好，实施阅读引导
与阅读陪伴，培养孩子们的阅读兴趣，将图书
馆服务推向专业化、精细化。

此外，“阅天下·邂逅图书馆之美” 活动创
新阅读推广模式，将阅读、旅行有机结合，通过
活动引导读者进一步了解图书馆、 利用图书
馆。 活动通过免费发放“游学护照”和“游学笔
记本”， 参与线上拍照分享和线下盖章打卡的
方式， 让更多分馆成为孩子们游学的胜地，让
“游学护照” 和书香陪伴孩子的人生之旅。 目
前，此活动由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
在全国图书馆界推广， 全国已有 92家图书馆
加入“阅天下”行列。游学者已到达世界各地如
澳大利亚、新加坡、泰国等图书馆打卡，“游学
护照”成为了联系人、书、馆、城的“通行证”。

在长沙图书馆还有一个“新三角创客空

间”。这里配有 1间 160平方米的专用工作室，
拥有 3D 打印机、3D 扫描仪、 数控雕刻机、激
光切割机、工业缝纫机、小型五金车床、手持机
床等制作、加工所需的设备与工具 200 余种，
供市民免费使用。

创客空间的负责人介绍， 这里倡导“阅
读———思考———实践———创新”的理念，创客
们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借助设备和工
具将脑海中的奇思妙想动手制作成“高科技”
产品，遇到知识瓶颈时，可以借助图书馆的图
书资料解决问题。

以“新三角创客空间”为依托，长沙图书馆
打造了“创战计”星城创客大赛、东亚手作文化
交流节等全国性乃至国际性的活动品牌，吸引
了一大批优秀创新创业者参与其中，出现了可
穿戴式电子吉他、自动上下楼梯装置、智能购
物车机器人、家庭陪伴机器人、智能乒乓运动
手环等原生创意作品。

针对读者精神文化需求的日益多元，近两
年来，长沙图书馆还邀请了鲁迅文学奖获得者
李辉，“百家讲坛”主讲杨雨，法国知名童书作
家、 插画家贝内迪克特·古提艾等文化大咖登
陆橘洲讲坛。 星城科学讲堂依托分馆体系，讲
述市民关心的科普问题，让科技走进寻常百姓
家。 中医萝卜公益学堂以弘扬中医文化，普及
健康知识为目的， 每月定期宣讲中医养生方
法，让中医的价值观及生活方式走进更多总分
馆读者的家庭。

深受广大孩子们欢迎的“大巴童书会”将
未成年人阅读推广活动、文化展览等带到流动
图书车上开往社区、乡村。到目前为止，大巴童
书会共举办活动 160 余场，服务总时数超 320
个小时，举办图书奖展、连环画展等各类展览
共 89场。 同时，总分馆还联动农家书屋，提质
了 10家农家书屋为分馆，联合社会公益机构，
援建乡村学校图书馆，定期为乡村青少年宫开
展送书送课，有力促进全民阅读风尚形成。

为了更好地推动总分馆乃至全市阅读推
广活动的开展，长沙图书馆牵头成立了统筹全
市各分馆的长沙阅读推广研究中心。中心旨在
组织开展全市性的重大阅读推广活动， 培养、
锻炼一批专业项目团队，打造阅读推广人才培
养高地，不断孵化适合总分馆开展的阅读推广
活动品牌， 为分馆源源不断地输送新鲜血液。
通过总馆与分馆、服务点的联动服务，总馆的
辐射和服务功能得到更加充分的发挥。分馆则
满足了附近读者的需求，在社区文化活动中起
到中心作用，增强了读者的“粘性”。

岳麓区“爱阅读书会”依托阳明山庄分馆
资源定期开展丰富多彩的阅读活动 240余次，
发展读书骨干 600 余人，40 多个社区前来学
习交流。

“自从加入这个读书会后，我的命运都发
生了很大变化。”早几年前，居民高女士婚姻亮
起红灯、孩子性格叛逆、成绩差跟不上，对生活
充满了无助和困惑。 2016年，她走进阳明山庄
分馆，加入读书会这个大家庭，从书中汲取养
分、开阔视野、明晰方向。 如今，高女士夫妻关
系融洽、家庭和谐幸福，夫妻俩都成了图书馆
的忠实读者。

为高效、快捷地为读者提供人性化、专业
化、智能化的服务与管理，长沙市图书馆正引
入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交互服务等新一代
信息技术，搭建智慧图书馆门户网站和移动服
务平台，将总分馆建筑、设备、馆藏资源、数字
资源、活动资源、读者、馆员等各种要素进行关
联，已研发了智慧墙、智能机器人、智能书架等
设施， 实现总分馆读者快速查找纸质图书、电
子图书、设备、场地或活动资源，以便为每位读
者进行个人阅读画像， 主动向其推送图书、活
动等信息。

“人才有高下，知物由学”，公共图书馆是
公众接受终身教育的理想平台。 2018 年 1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正式施
行， 强调了加强基层公共图书馆建设的重要
性， 将基层总分馆制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体
现了国家对基层公共图书馆的高度重视。阅读
与法同行，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全民关注，新
时代的长沙图书馆总分馆将找准新的定位，勇
于担当使命，强化社会责任，大力构建高效、平

等的公共图书馆服务网络， 全方位提升
图书馆的公共文化服务效能，

发挥阅读引领作用，努力
为长沙乡村振兴、文化发
展、城市现代化建设提供
思想保证、智力支持和文
化支撑。

———长沙图书馆以总分馆服务体系构建城市文化新空间

一、突出地域均衡性，构建全覆盖的阅读设施体系
“30 秒借书 10 秒钟还书”，构建家门口“10 分钟阅读圈”

二、突出运维实效性，打造大流通的阅读服务格局
以产业的思维，像运营项目一样打造总分馆

三、突出主体多元性，创新社会化的城市阅读机制
统筹资源引导社会资源共同参与，广泛培育志愿者队伍

四、突出功能延展性，营造“图书馆＋”的城市文化生态
图书馆成为城市的“第三文化空间”

元宵节举办“我们的节日·猜灯谜到图书馆”活动。

长沙图书馆全貌。

长沙图书馆简名书苑分馆。

大巴童书会。

（本版图片均由长沙图书馆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