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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图书馆参与学习型城市建设的实践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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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图书馆的发展与终身学习有着深厚的渊源，图书馆服务理念、服务特征和评价体系与终身学习、学习型城市建设的理

念与思路高度契合，澳大利亚休姆全球学习村项目、美国青少年连接式学习空间项目，都是图书馆参与学习型城市建设的典

型案例，对国内图书馆开展相关工作有较强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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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actice and Enlightenment of Foreign Libraries Participating in the Con-
struction of Learning Cities

WANG Cai-xia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ibrary has a profound origin with the lifelong learning. Library service concept，
service characteristics and evaluation system are highly compatible with the concept and ideas of lifelong learning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learning city. The Australian Hume Library＇s participa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Hume global
learning village project and American Learning Labs project are typical instance of the libraries participating in the
construction of learning type city. Study on the case has the strong reference and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domestic li-
braries to carry out related work.
Key words: learning city; library; lifelong learning

1972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学会生存》报

告，文中首次正式提出“终身学习”理念，强调“唯有

学会发展、坚持终身学习，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迅猛

变化”［1］。20 世纪 70 － 90 年代，随着人类社会由工
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型发展，终身学习的重要性

和必要性在国际范围内得到更广泛的认可和推崇，

终身学习的内涵得以不断丰富和完善，推动终身学

习逐步成为全球性公共教育政策，并迅速由理念转
化为实践［2］。终身学习是指贯穿社会大众一生的、
持续的学习，在微观上体现为社会个体对学习机会

和学习权利的平等享有、获取及参与，在宏观上体现

为全民终身学习体系和学习型社区、学习型城市的

构建。1992 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教育研究与改

革中心首次提出学习型城市的概念，并将建设学习
型城市计划列入研究行动议程［3］，由此，学习型城

市建设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热点议题。2013 年，由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北京市人民政府与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共同举办的首届全球学习型城市大会

上，《学习型城市的主要特征》和《建设学习型城市

北京宣言》两项成果文件的颁布标志着国际学习型
城市建设政策与实践的成熟［4］。实践中，学习型城
市的建设不仅强调政府层面的引导，更强调社会各

层面的通力合作，在成熟的政策和实践模型的指导

下，以学习型城市建设的参与为契机，积极推动社区

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凝聚及思维创新，是知识

经济时代赋予图书馆的新使命。

1 学习型城市内涵介绍

学习型城市是公众开展终身学习的最佳实体，

其通过社会组织之间的合作，整合社会资源，进而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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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个体或集体学习的需求，挖掘公众潜能、提升个体

能力，实现城市竞争力的提升及可持续化发展。由

此可见，社会个体及城市整体的可持续发展是学习

型城市建设的终极目标; 整合、开发一切社会资源以

创造持续激发终身学习的机遇和平台是学习型城市

建设的核心路径。纵观国际范围内的学习型城市项

目研究，无论是欧洲终身学习项目、迈向学习型城市

项目，还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终身学习研究项目，

均建立了以学习型城市定义、学习型城市主要特征、
学习型城市评估体系为核心内容的研究模型。

学习型城市的 14 项主要特征包括领导力、就业

和就业能力、愿景、资源、网络、信息、需求和要求、发
展、改变与管理、投入、技术、参与、环境及家庭策

略［5］。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终身学习研究所颁布的
《学习型城市主要特征》则从建设目标、建设任务和

基础条件 3 大维度分解出学习型城市的 12 项特征，

包括: 个体能力提升，经济文化繁荣，可持续发展，基

础与高等教育提升，活跃社区学习氛围，提升工作场

所学习效率，扩展现代学习技术应用，改善优化学习

质量，创造终身学习文化，愿景管理和政治承诺，治

理和各界参与，活用各类资源［6］。通过对二者的综

合分析可知，学习型城市的主要特征体现为顶层设

计与基层实践的上下联动，顶层设计包括愿景和目

标、领导力、合作和资源规划、社会氛围营建等; 基层

实践包括信息技术、公民参与、能力塑造、管理、学习

活动设计等。

2 图书馆参与学习型城市建设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分析

图书馆的发展与终身学习有着深厚的渊源，早

在 2002 年，由国际图联发布的《格拉斯哥宣言》与
《图书馆可持续发展声明》中就阐明了图书馆支持

所有人的终身学习的政策立场［7］。以美国图书馆

协会为代表的众多图书馆组织将终身学习纳入其核

心价值范畴。通过赋予人们在终身学习方面的平等

机会和公平获取，图书馆对社区产生着至关重要的

影响，随着“确保包容性和公平的优质教育，促进全

民享有终身学习机会”被纳入联合国 2030 议程和

可持续发展目标［8］，图书馆非常有必要进一步通过

促进全民终身学习，来支持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图书馆服务不仅是学习型城市建设的要素，同时图

书馆的服务愿景、实施路径和评估体系也与学习型

城市建设高度契合，让图书馆参与学习型城市建设

变得可行和易行，具体来说: ( 1 ) 从目标来看，图书

馆致力于让所有人获取信息、知识和文化( 提升个

体能力) ，促进社会、文化和经济增长，这与学习型

城市建设宗旨完全一致。( 2 ) 从领导力和资源规划

来看，图书馆通过与主要利益相关方、信息和文化机

构、国际组织、公民社会组织、赞助商建立伙伴和协

作关系为用户创造价值，其体现的合作和资源规划

理念与学习型城市的建设战略完全一致。( 3 ) 从社

会氛围营建来看，图书馆一直致力于公平、透明、可
信赖的信息获取环境建设，活跃社会学习氛围，其体

现的公平正义、开放包容的社会氛围理念与学习型

城市的建设方略完全一致。( 4 ) 从实施路径来看，

图书馆普及信息素养教育、弥合信息鸿沟、推广在线

学习、扩大终身学习参与度、支持公众的社会参与，

图书馆服务正有力推动着区域内学习型城市的建设

步伐。( 5) 从评估体系来看，图书馆数量被纳入学

习型城市基础设施考核性指标、图书馆空间在公众

学习中的作用以及对学习者行为的影响被列为空间

评估的重点内容、图书馆信息获取评估基准指标
( 包括信息与通讯基础设施、积极的社会使用环境、
社区及其成员学习能力等子指标) 与学习型城市评

估体系的相关指标高度一致［9］。由此可见，图书馆

高度参与学习型城市建设不仅是时代要求，更是图

书馆自身发展的有效路径。

3 国外图书馆参与学习型城市建设的实证

3. 1 休姆全球学习村项目

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休姆市的休姆全球学习村

项目是学习型城市建设的典型案例。该项目集聚了

图书馆、培训机构、商业组织、社会团体等多方力量，

组建了一个最广泛的城市学习共同体，通过正式和

非正式学习空间的整合，确保所有市民能均等享有

终身学习机会。作为休姆全球学习村项目的重要参

与方，图书馆在由休姆市议会制定的“共同学习”战

略的引导下，牵头与合作伙伴通过学习倡导、合作规

划、社区参与等路径，为市民的终身学习创造一切条

件和便利。图书馆实施的服务项目包括: ( 1 ) 激发

终身学习意识。与之相对应的服务项目包括: 学习

启发明信片项目( 在规定的一天向所有学习者寄发

明信片，要求其写上“我想学……”并寄回休姆全球

学习村) ; 面向年轻人、老年人、商业领袖及特殊人

群开展的多层次指导项目; 终身学习成就者的励志

故事项目; 儿童早教计划、青年创业支持计划、中小

企业成长支持等专题服务项目。( 2 ) 共享社区学习

资源。与之相对应的服务项目包括: 社区资源共享

项目( 如学校图书馆对社区居民的开放、“邻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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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使用学校机房开展培训) ; 休姆文化及市民旅程

的人文记录及展览项目; 文化志愿者项目。( 3 ) 开

展专题培训。图书馆牵头开展以“语言、素养及算

术”为核心的技能培训，免费向所有家庭寄送借书

证、鼓励其使用图书馆网络及设备，同时分别面向儿

童及成年人开展阅读素养、信息技术、编程、算术技

能等专题培训项目。( 4 ) 整合资源打造学习村。具

体内容包括: 将所有图书馆整合为一站式学习信息

获取的信息枢纽，建设休姆全球学习村数据库和服

务网站，组织召开年度性学习会议等。由此可见，图

书馆已成为学习型城市建设的重要力量，在资源共

享、调动市民参与、网络建设方面成为牵头部门和核

心力量，并被广泛认可。
3. 2 青少年连接式学习空间项目

在美国博物馆与图书馆服务协会( Institute Of
Museum And Library Services，简称 IMLS) 的倡导和

支持下，美国图书馆致力于通过为所有不同年龄、不
同背景、来自不同环境的人们提供丰富、持续的学习

机会( 早期教育、成人教育、职业培训、公民素养培

育等) ，提升全体居民的批判性思维能力以及创造、
沟通和协作能力，确保其获得工作、生活所需的各项

技能。哥伦布城市图书馆依托“青少年连接式学习

空间”( Learning Labs，学习实验室) 项目，旨在全市

范围内建立一个可以连接所有图书馆学习实验室的

广泛系统，使得每位青少年可以在学习实验室系统

中实现更有意义的连接、获得更丰富的学习机会、实
现个人潜力的更充分挖掘。为实现项目目标，图书

馆首先通过访谈、实地调查和观察等方式，分析理解

城市青少年行为模式及需求，接着，图书馆广泛与俄

亥俄州立大学、维克斯纳艺术中心、哥伦布艺术博物

馆、科学与工业中心建立了合作关系，建成合作共同

体，整合所有的学习实验室资源并开发出互补的学

习实验室系统模型，最后，图书馆通过数字媒体技

术、网络工具将市内所有青少年联系起来，鼓励其参

与共同学习，让学习实验室系统成为哥伦布市青少

年现代化学习中心。该项目通过差异性学习实验室

的联合，着眼于青少年思想、理解力及创新实践能力

的开拓，从而推动学习型城市的构建和发展。

4 图书馆参与学习型城市建设的策略思考

4. 1 立足学习型城市建设原则开展图书馆服务设

计

学习型城市建设与社会、经济、环境的可持续发

展密切相关，尤其与联合国《2030 可持续发展议程》
中目标 4( 促进终身学习的机会) 与目标 8 ( 促进持

久、包容性和可持续经济增长，促进充分的生产性就

业，促进人人有体面工作) 的实现休戚相关。2015
年 10 月，为证明图书馆对联合国 2030 年议程的推

动作用，国际图联发布《图书馆和“联合国 2030 年

议程”的实施》工具包，表明图书馆界将在实现这些

目标中担当高效的合作伙伴，享有更多话语权的政

策立场［10］。学习型城市建设的基本原则包括，社会

有效认可、广泛参与和协调发展［11］。( 1 ) 有效认可

原则意味着图书馆在今后的社区服务中，应加大对

终身学习、学习型城市建设、可持续发展议程理念和

实践的宣传和倡导，使相关发展观和实践观在社会

各界及公民个体范围内得到广泛的普及和认可。
( 2) 广泛参与原则意味着图书馆在今后的社区服务

中，一方面，应积极探索公共服务领域的 PPP 模式，

吸引社会资本参与社区公共文化服务项目的投资、
建设及运营，形成集合效应; 另一方面，应积极开发

适合不同年龄、不同背景用户学习需求的早期教育、
成人教育、职业发展及数字素养等服务项目，激发整

个社会对学习参与的活力。( 3 ) 协调发展原则意味

着图书馆在今后的社区服务中，应关注过程协调及

结果协调两个层面的问题，推动社区服务的持续发

展。
4. 2 协同图书馆发展目标与学习型城市建设战略

图书馆深度参与并发展适应学习型城市建设的

终身教育，并以此为契机，努力为落实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做贡献。深度参与应涵盖目标确

定、分解实施、跟进评估各主要环节，这意味着图书

馆发展目标与学习型城市建设战略的全面对接。
( 1) 图书馆需要与学习型城市建设的利益相关方展

开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在学习型城市建设的意义、要
素、特征、战略、评估指标等方面达成共识，在持续的

交流和讨论中一方面推动学习型城市建设理论模型

的完善; 另一方面推动学习型城市建设共同体的构

建。将终身学习、学习型城市建设融入图书馆发展

与服务目标中。( 2) 图书馆需要积极参与促进学习

型城市建设的实践发展，以学习型城市特征、建设战

略为引导，实现图书馆项目、活动与学习型城市建设

项目( 如扫盲与基础技能培育、网络发展、信息服

务、成人学习和教育等) 的对接，辅助推动教育公平

优质发展，为所有人提供终身全面发展的内容载体

和空间载体。( 3) 图书馆需要积极参与学习型城市

建设及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相关进程落实的评

估工作，包括评估指标体系确立和完善、评估流程制

定、评估工具发展等，并进一步推动图书馆服务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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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与学习型城市建设评估体系的融合与对接。
4. 3 强化图书馆与其他学习型城市建设力量的合

作

学习型城市建设需要多方力量的广泛合作，建

设过程的合作又涉及两层含义，一是以单个学习型

城市为考察对象的城市内部利益相关方的合作; 二

是在学习型城市由独自发展转向合作发展过程中，

不同学习型城市间的合作。在不同的合作创新层

面，图书馆亦有着不同的使命和价值: ( 1) 在以城市

为单位的内部合作中，首先，图书馆应拓展合作视

野，致力于通过不同类型组织间的合作，资源互补、
机制互补、形成合力，以学习型城市建设共同体的方

式形成多层次、多维度的合作解决方案; 其次，图书

馆应依据不同合作类型和层次，制定不同合作策略，

重点关注与战略合作方的高层次合作项目，着力分

析提炼合作成功模型中的本质属性与成功经验; 最

后，图书馆应充分发挥自身在学习型城市建设共同

体中的优化协调作用。( 2 ) 在学习型城市之间的合

作中，图书馆应以国家级数字图书馆平台、学习中心

网络项目为依托，推动构建学习型城市建设的大开

放格局，深化与其他学习型城市的交流合作，一方

面，找准不同城市在学习型城市建设战略中的共同

定位，谋求合作基础; 另一方面，以信息获取为基准

拓展学习型城市间建设的合作领域，真正形成学习

型城市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开放合作格局。
4. 4 交流展示图书馆在学习型城市建设中的贡献

学习型城市及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是新时代赋予图书馆的核心使命和价值，展现自身

在学习型城市建设及可持续发展议程落实中的贡献

则成为图书馆价值营销和推广最重要的手段。在价

值营销过程中，图书馆应遵循以下步骤: ( 1) 通过图

书馆服务评估体系与学习型城市建设评估体系的对

接，分析形成图书馆在帮助促进包容性学习、提升个

体能力和社会凝聚力、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和文化繁

荣、提升城市核心竞争力以及促进可持续发展方面

的翔实数据( 包括定性与定量) ，明确图书馆的何种

资源( 空间、馆藏、服务、活动) 在助力学习型城市建

设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 ) 探索与利益相关

方全方位、立体化的有效沟通渠道，确立差异化的沟

通策略，例如，在与政府的沟通层面，重点关注国家

性、区域性学习型城市建设的优先措施，并向其展示

图书馆在助力推动这些优先措施方面的重要贡献，

从而确保政府对图书馆的认可，并给予图书馆更多

参与学习型城市建设的有效资源; 在与社会公众的

沟通层面，重点关注用户的学习行为模式和需求模

式，并向其展现如何利用图书馆资源更有效满足其

个性化的需求; 在与合作方的沟通层面，则重点关注

差异化资源特色定位，合作互补、协同发展问题。
( 3) 保持与利益相关方持续而深入地沟通，努力消

除沟通障碍，使得合作各方形成对其他方的深入了

解，并成为对方的支持者和倡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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