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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治理视野下图书馆总分馆制的路径偏离及影响

——以Y市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为例*
吴理财，刘建

摘 要 图书馆总分馆制是基层文化治理体系重构的重要机制。通过对Y市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的个

案研究发现，“项目制、标准化及网络化”为表征的三维一体的制度构建是图书馆总分馆制实施的重要

路径。但图书馆总分馆制建立以后，“重挂牌、轻管理”、社区图书馆分馆考核机制的形式化及服务效

能的低效率等问题日益显现，导致了基层文化治理的结构性脱耦。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路径的偏离，

体现了“分级管理”体制的路径依赖、项目制背景下选择性的政策执行及日常生活中社区生存的逻辑。

为消除“行政消解治理”的悖论，必须建构“双向嵌入”的图书馆总分馆治理机制，不断完善基层文

化治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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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本文格式 吴理财，刘建.文化治理视野下图书馆总分馆制的路径偏离及影响——以Y市图书馆总

分馆制建设为例[J].图书馆论坛，2018

The Deviation and Influence of the Main-Branch Library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Governance
——Based on the Research of theMain-Branch Library inYCity
WU li-cai LIU Jian
Abstract The main-branch library system is an important mechanism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grass-roots
cultural Governance system.Based on the research of the main-branch library in Y city,we found that the
system construction of "project system, standardization and networking" is an important path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main-branch library.But after the main-branch library system established,“the heavy
construction,light management”,formal assessment mechanism and low service effectiveness were the realistic
orientation,which led to the structural decoupling in the process of cultural governance at the grass-roots
level.The devi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path of the main-branch library reflects the path dependence of the
hierarchical management system,the selective policy execu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project system and
the logic of community survival in daily life.In order to eliminate this paradox,we should construct
"bidirectional embedding" mechanism of the main-branch library,and constantly improve the cultural
governance system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Keywords Cultural governance;the main-branch library;grassroots cultural governance system

1 图书馆总分馆制：基层文化治理体系重

构的重要机制

自图书馆总分馆制在我国实施以来，学

界从不同的视角对于图书馆总分馆制进行

了大量研究，但现有研究大多侧重于从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视野下探讨图书馆总

分馆制，而相对忽视了图书馆总分馆制背后

的治理逻辑。

在中国，公益性服务机构是公共图书馆

的基本社会定位，公共性是其生存与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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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属性。在文化权利保障及服务均等化的

政策导向下，各级政府加大公共财政投入，

公共图书馆的服务网络体系初步形成，成为

公民公共阅读、提升国民素质的主要服务力

量。“但在‘分灶吃饭’财政体制影响下，

不同层级的政府都作为公共图书馆的法定

主体,各级政府负责本级图书馆的正常运

转，塑造了‘一级政府建设和管理一个图书

馆’的格局”［1］。这种行政层级分割体制导

致各级图书馆人、财、物的相互分离，不同

行政层级管理的图书馆难以真正形成一个

资源共享、融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各种

公共资源的层级分离、条块分割导致了基层

公共文化设施重复建设及多头管理等问题

日益凸出，不但造成了公共资源的严重浪

费，又导致其布局不合理、服务可及性差以

及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群体之间图书阅读

服务极其不均等。如何建构资源整合与共享

的文化服务与文化治理机制，便成为我国当

前基层文化治理体系重构的关键议题。

自新世纪以来，为加强公共图书馆的资

源整合与共享，打破条块分割背景下行政体

制的束缚，一些地区开始引入图书馆总分馆

制的试点工作，探索新型的图书馆治理结

构，并出现了许多各具特色的服务模式。

2011年国家质检局与标准委发布的《公共图

书馆服务规范》正式提出“建立总分馆服务

体系”，2016年文化部等五部委印发的《关

于推进县级文化馆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的

指导意见》又进一步提出“推进文化馆、图

书馆总分馆制建设，是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的重要任务”，图书馆总分馆制被正

式纳入到官方的文化政策文本之中。在这一

政策话语的引导下，图书馆总分馆制开始作

为资源共建共享、提升服务效能的一项重要

举措，日益成为基层文化治理的一项重要机

制并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公共图书馆作为加强基层文化治理的

重要平台，图书馆总分馆制的提出本身就是

基层文化治理体制机制的创新，它要求打破

政府传统文化管理的思维，优化基层文化治

理体系及治理能力，依托现代服务理念来建

构互动共治的文化治理格局。图书馆总分馆

治理体系的重构，核心是图书馆治理主体及

治理单元的合理界定，它不仅涉及公共文化

服务资源的再分配，还涉及基层文化管理体

制的再造，同时也是政府、市场及社会关系

重构的重要表征。

政策文本是国家文化治理自上而下的

话语表达，而政策文本向基层实践的路径转

换过程又是考察国家文化治理运作的重要

场域。图书馆总分馆制的政策在基层如何实

施，基层文化治理的主体又是如何回应这一

政策，直接形塑了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话语

转换的路径。基于此，本文在文化治理理论

的视野下，阐释图书馆总分馆制这一政策在

基层实施路径的偏离及其成因，并就图书馆

总分馆制可持续发展的路径进行探讨。

Y市作为国家第三批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示范区创建城市，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是

其示范区创建的重点任务之一。Y市自 2016
年开始在全市城区范围内逐步展开图书馆

总分馆制的试点工作。2017年 4月 10日-14
日，由华中师范大学 13名调研员组成的“第

三方”团队进行了摸底调查，对 10多个社

区图书馆分馆进行了全方位的调研。课题组

通过实地调研发现，Y市在图书馆总分馆制

建设的探索中积累了一些有益的经验，但也

存在诸多不足亟待改进、完善。

2 三维一体：图书馆总分馆制的实施路径

自分税制改革以来，在国家大规模公共

服务下基层的背景下，项目制逐渐成为服务

型政府建设的一种普遍方式，深刻影响着国

家治理模式的转型。Y市自 2015年取得国

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建资格以后，

在结合本地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制定了以

“项目制、标准化及信息化”为表征的三维

一体的制度设计，加快推进图书馆总分馆制

建设。

2.1 项目制：公共文化服务资源的分配机制

为有效加快图书馆总分馆制的试点探

索，Y市文广新局制定了《Y市（城区）图

书馆总分馆制推广实施方案》，成立了“（城

区）图书馆总分馆制推进工作领导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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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小组在市图书馆下设办公室，负责总分

馆制实施的制度设计研究、宣传推广及建设

督导等相关工作。Y市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

的基本思路是由市政府统一规划实施，以市

图书馆为总馆，选择有条件的社区建立图书

馆分馆，通过市文广新局与各区政府签约、

市图书馆与各社区签约，规划 2016年在城

区建设 30个图书馆社区分馆，2017年在城

区再建 30个社区分馆，争取到 2020年建立

国际通行的现代化图书馆总分馆治理体系，

实现图书馆服务体系向社区延伸。在实际的

建设过程中，分馆的建设是在总馆的统一规

划下，采用“项目制”的自下而上的申报机

制。社区图书馆分馆建立主要包括申请、推

荐、评审及命名四个环节。社区作为图书馆

分馆创建主体，可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在规定

的时间内向所在区文体新局提出创建申请；

符合申报条件、有意向的社区填写申报表以

后，各区文体新局根据分配的名额，综合考

察各申报社区的设施建设与文化服务工作

开展情况，确定入选名单，并向市文广新局

推荐上报；Y市图书馆对于申报社区办馆条

件进行实地察验，根据社区办馆条件及区域

分布情况，确定社区分馆名单，经市文广新

局审核同意以后，由市图书馆组织实施社区

分馆建设，获得分馆建设资格的社区配合实

施。为保障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的顺利实

施，市财政每年投入 100万元作为总分馆制

运行维护、技术支持、图书购置及图书加工

等事项的专项经费，社区图书馆分馆日常办

公经费则由区级财政保障。被纳入分馆建设

资格的每个社区，可以获得 5万元的项目建

设资金，用于分馆业务系统购置、书刊架、

阅览桌椅等办公设备的建设，并享受相应的

政策支持。

2.2 标准化：总分馆制运行的技术机制

“标准化作为项目制的技术治理机制，

通过明确项目申报、实施及验收的标准，为

项目运作及管理提供了一套规范化、专业化

的原则。”［3］标准的运行依托量化指标及统一

的规则系统，对图书馆总分制建设的决策、

生产、供给及评估的各个环节都作出了明确

规定，既保障了公共文化资源分配的规范

化，也推动了政府管理与服务的清晰性，进

而建构图书馆总分馆制运行的统一秩序空

间。总分馆制建设的核心是“总馆建设主体

与分馆建立统一（经费来源统一），人财物

管理统一、服务规范和标准统一（服务统

一）”［4］。在社区图书馆分馆的建设过程中，

Y市文广新局制定了“三个统一”的服务标

准：即采用统一的借阅证、统一的业务标准、

统一的服务规范（见表 1）。

表1 Y市社区图书馆分馆建设标准

服务空间 分馆必须建立不低于20平方米的阅读专属区
服务人员 分馆必须设立一名具有较强责任心及业务能力的专职工作人员

服务时间 分馆每周免费开放时间不少于40小时
服务设施 分馆配备开放式图书、报刊架，按照不少于1000册书刊上架量配置；阅读室配备能接纳20人以上的阅览

桌椅；具备基本的信息化服务条件
服务经费 分馆每年需要投入不少于1000元的资金用于报纸期刊的订阅

在分馆规范标识上，制定了统一规范的

制度条例及形象标识系统，各社区分馆需要

统一悬挂“Y市图书馆XX分馆”牌照，体

现现代图书馆的形象。在业务标准层面，总

馆与分馆作为统一的区域性图书馆服务体

系，总馆成立相应部门负责社区分馆的业务

管理及考核工作；社区图书馆分馆必须设立

一名专职的业务工作人员保障分馆的日常

运行，并参与总馆组织的各项业务培训、年

度考评等工作，定期接受总馆的培训、指导

和考核，接受总馆的业务监督。而在服务标

准上，建立规范统一的总馆与分馆服务标

准，通过总馆与分馆之间的合作，共同保障

图书馆总分馆通借通还服务体系的有效运

转。总馆作为区域范围内公共图书馆发展的

核心主体，除了对社区分馆日常服务进行业

务指导外，还负责全区域内图书、期刊文献

的采购及配送；社区分馆则主要维护分馆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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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工作的运行，开展包括借阅证办理、图书

报刊借还、图书预约及辅导等日常服务工

作。

2.3 信息化：公共文化服务效能的提升机制

图书馆总分馆制的建设，作为公共文化

服务供给侧改革的内在要求，资源的整合与

共享是其核心要素。Y市在推进图书馆总分

馆制建设的过程中，通过引入信息化的服务

机制，探索线上线下同步推进的总分馆服务

路径，打造新型的图书馆信息化服务模式。

市财政局投入资金 50万元用于总馆采购图

书馆集群管理系统、高端服务器、光纤宽带

扩容等信息化设备，以市馆为中心、社区分

馆为节点，依托 Interlib集群图书馆管理系

统，建立图书借阅“一卡通”体系，将总馆

与分馆有机联合起来，在城区范围内建立通

借通还的公共图书馆服务网络体系。在此基

础上，借助掌上图书馆等辅助手段，组建一

个网络化的区域性图书馆群与服务平台，延

伸图书馆服务体系的触角，搭建了群众参与

及总馆与分馆之间业务互动的桥梁。同时，

为切实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提高图书馆

网群的服务水平和效率，拓宽居民文化需求

的输入机制，Y市结合“智慧城市”建设，

从供给侧入手搭建线上、线下同步互动的点

单与配送平台，探索“点送式”的基层公共

文化服务模式。通过推出“文化 e家”这一

综合服务平台，实现了“点单看戏”“点题

观展”“点师培训”“点卷阅读”等服务触手

可及，让社区图书馆的服务有效嵌入居民的

日常生活，实现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与居

民需求的有效对接。

3路径偏离：图书馆总分馆制运行的结构

脱耦

经过一年多的探索与实践，Y市图书馆

总分馆制形成了市—社区两级服务网络体

系，通借通还式的新型图书馆服务体系开始

运行。但Y市图书馆总分馆制在形式上建立

以后，“重挂牌，轻管理”、服务效能的低效

率及考核机制的形式化等成为图书馆总分

馆制运行的现实突出问题。由于建设与管理

的脱节，导致了基层文化治理运行的结构脱

耦：“脱耦意味着组织的活动同结构相互分

离，组织的实际做法同正式安排出现一定程

度的脱节，通过脱耦，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

的制度设计与现实实践出现了行动与结构

相分离、‘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正

式目标’与‘非正式目标’、‘话语体系’与

‘行动体系’等相分离的格局”［5］。

3.1 重挂牌，轻管理

社区图书馆分馆的建立与运行，不仅需

要配备具有现代服务理念的管理人员，也需

要稳定持续的经费支撑，以此来保障社区图

书馆的正常运转。但由于社区图书馆分馆建

立以后，缺乏常态、稳定的财政投入及政策

保障机制，社区图书馆分馆尚未配备专职化

的管理人员，导致了“重挂牌而轻管理”的

现象普遍发生。尽管在制度设计上，规定了

社区分馆必须安排一名专职工作人员开展

日常业务工作，但社区图书馆分馆管理人员

兼职化较为普遍，图书馆分馆管理人员基本

由社区文化委员或者网格员兼任，管理人员

的兼职化导致了许多图书馆分馆选择性、象

征性、迎检式开放现象经常存在。虽然Y市

社区图书馆分馆的开放时间标准为每周不

少于 40个小时，然而现实中这种开放标准

仍然只是停留在“文件”层面，在实际执行

中无法得到保证，不少社区图书馆基本是处

于闭馆状态，社区图书馆分馆更多的是依靠

“铁将军”来锁门进行管理，乃至出现了个

别社区图书馆分馆由于长期闭馆导致开门

的钥匙丢失的现象。由于“重挂牌、轻管理”，

社区图书馆分馆免费开放的政策形同虚设，

社区图书馆在现实中几乎沦为摆设，其象征

功能远远大于实际意义。

3.2 形式化的考核机制

社区图书馆分馆建立以后，科学有效的

考核体系是其常态化运行的基础。尽管从制

度设计层面来说，Y市图书馆总分馆制是在

市政府领导下实施的，社区分馆作为市图书

馆的一个业务派出机构，需要接受市图书馆

的日常业务考核。但由于市、区两级财政等

体制壁垒的延续，社区图书馆分馆人财物的

管理仍然面对不同的主体，无法真正建立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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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效的管理与运行机制。图书馆总分馆制

初步建立以后，大部分社区图书馆无论是在

设施建设还是服务标准等层面，都远远尚未

达到Y市社区图书馆分馆建立的标准。虽然

Y市文化部门制定了详细的考核标准，2016
年市图书馆对全部社区图书馆分馆进行了

年度考核（见表 2），但是因为缺乏相应的惩

罚及激励机制，考核在事实上没有产生作

用。诚如市图书馆工作人员所言：“不管制

定什么考核标准，理顺体制及建立常态化的

经费支持才是核心，如果没有相应的奖励及

惩罚机制，制定再详细的标准也就是个形

式”。由于市图书馆是公益性的服务机构，

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缺乏对于社区分馆考核

的“合法性”，部分社区分馆把总馆规定的

服务及考核标准视为一种无法完成的工作

负担，总馆对于“不作为”的分馆没有形成

规范的惩罚机制，总馆对分馆的管理仅体现

在口头和原则上，只是以拿走分馆牌照作为

处罚，没有形成更具约束力的考核机制。

表2 Y市Z区第一批图书馆分馆实施情况考核表
DF社区 馆藏书目少于1000册的标准，报刊订阅没有达到20种的要求；免费开放，记载伪造

DYW社区 图书馆建筑面积及阅读空间不足，三室一厅没有达到要求；订阅报纸期刊低于20种；免费开放没达到场次
KZ社区 三室一厅没有达到要求；免费开放，记载伪造

HX社区 图书馆建筑面积不够，三室一厅没达到要求；藏书和期刊不多；免费开放，记载伪造
BL社区 三室一厅，没有完全分开；免费开放，记载伪造

资料来源：根据Y市第一批特色文化社区验收检查情况的相关资料整理

3.3 低效率的服务效能

图书馆总分馆制的长效运行，不仅需要

公共文化设施的更新换代，还需要服务效能

的有效提升。然而，许多社区公共文化服务

设施得到很大程度改善的同时，焕然一新的

服务设施与冷冷清清的人气却形成了鲜明

的对比。为提升社区图书馆分馆的服务效

能，市图书馆为每个社区分馆配备了一台信

息终端设备，让社区分馆纳入到图书馆总分

馆流通体系之中，但由于Y市社区网络是由

市政务服务中心统一提供的，因为网络容量

不足，经常导致社区图书馆分馆借阅系统瘫

痪。同时，在图书流通及配送层面，社区图

书馆图书配送缺乏相应的居民需求表达、征

集机制，自上而下的图书配送导致了社区图

书馆的图书与社区居民的需求脱节。由于尚

没有建立社会化的物流体系，依靠读者借阅

这种“蚂蚁搬家式”的流通体系在现实中无

法将图书有效流通，图书流动性不足及跟新

缓慢，进一步降低了社区图书馆的服务效

能。根据Y市文化部门的统计，截止 2017
年 1月，社区分馆办理借阅证 84个，借阅

图书 160册。但在翻阅各个社区图书馆分馆

的图书借阅记录发现，图书借阅的人数寥寥

无几，而办理图书借阅证的人数更少，借阅

证办理者大部分是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社

区居民办理的数量屈指可数，不仅很多社区

居民不清楚社区图书馆分馆的建立，更不了

解社区图书馆分馆的具体功能、有何活动及

开馆时间，服务效能的低效率成为大部分社

区图书馆现实运行的突出问题。

4 “行政消解治理”：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

路径偏离的原因

公共文化政策的执行过程，是公共治理

主体的互动及政策话语嵌入性的博弈过程，

政策的执行效果则取决于博弈主体的行动

策略。“国家政策文本在基层实践的过程中，

由于政策话语的转换及治理逻辑的转变，政

策执行的效果往往会偏离当初政策制定的

理论设想，而这种政策在嵌入过程中的偏离

程度，则取决于政策执行的现实形态”［6］。

国家文化政策在基层执行的过程中，因为项

目制与科层化体系的相互耦合，带来了图书

馆总分馆制建设过程中“行政消解治理”的

悖论，进而产生了图书馆总分馆制政策文本

与现实实践的张力。由于“分级管理”体制

下的路径依赖、项目制背景下选择性的政策

执行及社区图书馆分馆日常生活中的生存

逻辑等因素的相互纠葛，导致了Y市图书馆

总分馆制在落地过程中路径的偏离。

4.1 “分级管理”体制下的路径依赖

制度变迁作为治理主体与外在环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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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过程，制度体系的优化往往呈现明显的

路径依赖的特性，在制度设计执行成本增加

的背景下，会导致制度创新实践过程中的非

均衡状态。从理论上来说，图书馆总分馆制

的建设，是破除行政体制下各级图书馆“各

自为政”的格局，但在现实的执行过程，制

度建构又进一步延续了现行行政管理体制

的影响。在国家政策层面，《指导意见》强

调县域作为总分馆制建设的基本单元，Y市

最初思路是将县（区）级政府作为图书馆总

分馆制建设的主体，市图书馆作为Y市图书

馆服务体系的核心及协调者，主要发挥区域

之间的协调与指导功能。但在实际探索过程

中，一个文化部门不可能改变既有的市县行

政分割管理体制，Y市文广新局为减少政策

实施的阻力，最后不得已采行“总馆+社区

分馆”的建设模式。在没有县级行政建制的

影响下，Y市图书馆总分馆制通过采用“总

馆+社区分馆”的两级耦合管理模式，既回

避了市县之间的分割体制问题，又有利于减

少行政管理层级，进而提升图书馆总分馆体

系的运作效能，让图书馆总分馆制更为高效

的运转。但图书馆作为以公益性为导向的非

营利性机构，由于其没有自我盈利的造血功

能，需要政府的资源输入才能维持正常运

转。Y市图书馆总分馆制建立以后，社区图

书馆分馆的运行需要大量财政资金为支撑，

在市级财政资金不足的困境下，社区图书馆

的日常运转仍然需要区级政府承担日常办

公经费及社区工作人员的工资，由于尚未建

立统一管理的社区图书馆财政投入体系，这

种“市总馆+社区分馆”的图书馆总分馆制

并未彻底规避“分级负责”管理体制的弊端。

尽管依靠业务指导及协议签订等不完全性

的契约机制，建立了市总馆与社区分馆形式

上的业务联系，但由于在尚未改变图书馆分

级设置的前提下，无法突破行政科层体系的

图书馆总分馆体系建设的体制性难题，图书

馆总馆与分馆在现实中仍然面对不同的管

理主体，导致了图书馆总分馆制现实运行的

偏离及社区图书馆服务的功能被淡化，进一

步扭曲了社区图书馆分馆建设的逻辑。

4.2 项目制背景下基层政府选择性的政策

执行

图书馆总分馆制“挂牌即终止”的现象，

表面上是社区图书馆分馆疏于管理及服务

效能不高的体现，实质上是压力型行政体制

下基层文化治理路径偏离的表征。在政策的

实际执行过程中，上级政府为保障政策在基

层得到有效贯彻，会竭尽全力向下级政府施

加压力，保障下级政府及官员完成上级政府

的行政任务；但下级政府在实际的执行过程

中，面对上级政府的行政压力，往往会通过

选取相应的策略或者共谋行为来曲解上级

政府的政策。［7］由于Y市图书馆总分馆制的

建设资金主要来源于示范区创建资金，在有

限的资金约束下，要求全部行政村及社区建

立图书馆分馆在短期内是无法完成的，典型

塑造成为地方政府推动图书馆总分馆制的

现实选择，所以具有典型性的“样板社区图

书馆”成为示范区创建过程中的一大现象。

在示范区验收及地方政府文化政绩需求的

引导下，Y市文化部门通过项目再发包的形

式，选取经济条件较好、文化设施较为完善

的社区进行建设，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成为

示范区创建的典型，通过公共文化设施的实

物性展示及文本化的数字表达，最大限度呈

现示范区创建的成效。在政策执行“悬浮性”

及典型治理逻辑的影响下，选择性的政策执

行成为基层文化治理的现实路径，图书馆总

分馆制建设也就被异化为与居民需求相脱

节的运作过程，展示性成为其主要功能，而

其公益性、服务性及持续性却无形中被忽

视，图书馆总分馆制的“名实分离”成为基

层文化部门的策略化选择。

4.3 社区图书馆分馆运行中的生存逻辑

在基层文化治理的路径转换中，社区作

为直接面对居民的治理主体，总分馆制有利

于加强资源整合及解决社区服务碎片化的

问题，是优化基层治理体系的重要路径。但

在基层治理体系的现实运作中，由于条块分

割及压力型体制的影响下，“上面千根线，

下面一根针”，成为我国基层治理体系的现

实表征，基层治理主体特别是社区，资源获



《图书馆论坛》2018年
——————————————————————————————————

7

取及应付考核成为其日常工作的主要内容。

社区积极申请社区图书馆分馆的建设，既可

以争取文化部门的资源输入，同时也可以显

现社区的“典型性”，进而形成资源获取的

累积效应。在调研中发现，许多社区图书馆

分馆成立之前，社区工作人员压根就还不清

楚成立图书馆分馆的目的，但了解到获得图

书馆分馆的资格以后，就可以得到 5万元的

资金补助，争取项目来获取更多的资源输

入，成为大部分社区成立图书馆分馆的直接

动力。但社区图书馆分馆资格确立以后，如

何面对来自条块结构下的行政性考核，便成

为社区日常工作的主要事务。对于这一现

象，社区图书馆分馆管理人员答道：“图书

馆总分馆制这一理念是好的，但由于社区日

常事务繁杂，各级政府及部门都是社区的娘

家，社区平时需要应付各类的考核及检查，

就是想把社区图书馆搞好也有心无力，如果

加强对于社区图书馆的宣传及管理，社区图

书馆服务效能虽然可以提升，但对于社区管

理人员却提供了额外的负担。”作为公共政

策执行的底层代理者，社区日益沦为条块结

构下行政任务下派的最终承载者，由于社区

图书馆分馆资源获取的逻辑大于服务的逻

辑，导致了社区图书馆分馆在日常运行中的

“应付”“迎检”逻辑日益显现。

5 结论与讨论

图书馆总分馆制作为基层公共文化资

源合理配置及有效供给的重要机制，均衡有

效的体制机制创新是其可持续发展的前提。

Y市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的路径偏离，既与

当前我国文化政策执行脱耦密切相关，同时

也与基层文化单位生存状况紧密相连，地方

政府在行政压力、部门利益及政绩考核等因

素的诱导下，导致了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的

“名实分离”。为推动图书馆总分馆制的有

效运行，需要加快基层文化治理体制的改

革，推动图书馆总分馆治理机制的创新。为

切实提升Y市图书馆总分馆制的服务效能，

应该遵循从“脱嵌”再到“嵌入”的原则：

通过行政管理体制与业务管理体制的“脱

嵌”与总馆与分馆之间的相互嵌入及社区图

书馆分馆与社区共同体的嵌入，依托“双向

脱嵌”到“双向嵌入”的路径转换，建构以

人民为中心、以服务为导向的良性运转的图

书馆总分馆治理机制。

建立图书馆总分馆长效发展的制度体

系，要求加快基层文化治理体系的变革，弱

化基层文化治理过程中“行政消解治理”的

悖论。图书馆总分馆制的可持续发展，需要

完全打破“分级管理”的管理体制，进一步

明确行政管理与业务管理之间的边界，加快

图书馆行政管理体制与业务管理体制有限

度的“脱嵌”。在行政管理体制层面，理顺

基层文化管理体制边界，明确图书馆总分馆

制的建设与管理主体，建立健全政府“元治

理”的角色定位，解决政府在总分馆制建设

与管理过程的的缺位及越位等问题。在国家

政策层面，应该加快文化治理体制机制的创

新，进一步推动“管办分离”的文化体制改

革，同时完善公共文化服务惠民项目的监督

与考核机制，避免社区图书馆分馆“建完就

冷”的尴尬局面。图书馆总分馆制建立以后，

应该建立制度化优先保障、稳定增长的长效

财政投入机制，切实提升社区图书馆分馆资

源供给及服务能力。在业务管理方面，应该

加快建立业务协同的治理机制，加快图书馆

法人治理结构改革，建立健全“理事会+总

分馆”的治理机制，保障图书馆理事会的自

主性地位，通过图书馆内部治理机制的变革

让图书馆总分馆制有效运转起来。

在图书馆行政管理体制与业务管理体

制有限度“脱嵌”以后，图书馆总分馆制服

务效能的提升，要求总馆与分馆之间的相互

嵌入及社区图书馆分馆与社区共同体的嵌

入。在图书馆总分馆服务体系的运行过程

中，标准化作为保障其常态化管理的核心要

素，也是基层文化治理体系重构的重要机

制，在遵循“权责一致”原则的基础上，进

一步完善图书馆总分馆服务标准的制定与

实施，切实增强图书馆总分馆服务标准的可

行性与有效性，构建图书馆总馆与分馆之间

紧密合作的治理机制。为提升社区图书馆分

馆的服务效能，可以探索星级制的考核与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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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机制，总馆根据不同的星级分馆给予不同

的资金奖励，在相互竞争中激发社区图书馆

分馆管理人员的积极性。同时，应该完善社

区居民对于社区分馆的考核路径，将居民的

需求话语有效输入社区图书馆的日常服务

之中，增强社区图书馆分馆的嵌入能力。社

区图书馆作为社区文化治理的节点，通过编

织庞大的社会之网，将各种分散于社会、行

政部门、事业单位的文化资源吸纳、整合在

一起，将其嵌入到社区社会关系网络结构之

中，从而构建新型的基层文化治理体系，提

升社区图书馆的嵌入及整合能力。也就是

说，可以通过拓展社区图书馆的服务功能，

建构社区图书馆治理的“馆团模式”：通过

充分利用社区读书会等群众自组织，在制度

设计及设施利用等层面将社区自组织整合

进社区图书馆，推动社区图书馆分馆的社会

化管理及运营，将社区图书馆有效嵌入社区

共同体，这样才能真正发挥社区图书馆的价

值。总之，加强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构建

“建”“管”“用”协调发展的图书馆总分馆

治理机制，仍然是一个任重道远的任务，需

要在理论及实践层面进行深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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