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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从介绍达尔文进化论入题，在分析达尔文进化论的基础上，探讨了达尔文进

化论在图书馆服务创新中的应用并提出自己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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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值达尔文先生诞辰200 周年，全世界各国为之纪念之际，本

人重新阅读了达尔文进化论，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认为他的进化

论能给图书馆的服务创新以极其有益的启示，与各位探讨。
1 达尔文及其进化论

达尔文( 1809.02.12 －1882. 04. 19) ，英国人。世界著名的生物

学家，进化论的奠基人。1859 年出版了震动当时学术界的《物种起

源》。书中用大量资料证实了形形色色的生物都不是上帝创造的，

而是在遗传、变异、生存斗争中和自然选择中，由简单到复杂，由低

等到高等，不断发展变化的。由此创立了生物进化论学说。
达尔文进化论的核心就是自然选择理论。达尔文的进化论

学说认为生物在自然条件影响下，经过发生变异，有利变异的个体

生存，不利变异的个体死亡。如果自然条件保持稳定，有利变异将

得到积累、巩固，一代又一代地遗传下去，形成新的物种，这就出现

了生物进化。达尔文把这种有利变异的保存和不利变异的淘汰叫

自然选择。通俗地说就是“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
自然选择包括三个重要因素: 变异性、遗传性和生存竞争。在

达尔文看来，生物普遍具有变异的性质，有变异才能有生物的进

化; 生物具有遗传特性，才能使它所获得的特性保存下去; 但没有

自然选择的历史作用，就不可能产生新的生物类型。达尔文把生

存竞争概括为生物与其生存环境的关系，生物与生物之间、同种个

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各种生物要生存、发展都要与生存的环境发

生关系，这既有斗争的一面，也有和谐和互相依赖的一面。
2 进化论理论在图书馆服务创新中的体现

图书馆的构成主要包括文献信息资源、读者、馆员、工作方法、
建筑与设备等基本要素，这些要素相互结合和相互作用，构成了图

书馆这个发展着的有机体。实证结果证明，图书馆类似一个生长

着的机体，具备有机体的特质，机体间会相互影响、生存环境也相

对动态，就像任何有机体一样，机体无时无刻不面临存亡的问题。
机体也有所谓的生命周期、生态环境及演化过程。今天，越来越多

的图书馆组织已自觉地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有机体。
2.1 进化论观点在图书馆服务创新中的体现

达尔文的进化论认为:“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即自然界

里普遍存在适应的现象。适应就是指生物对于环境、对于生活条

件的适合。一切生物的存在状态都与一定的外部环境有着密切的

关联，当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时，生物也要发生一系列的内部变化来

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才能在自然界里生存和发展，如适应不了外

部环境的变化就会被淘汰 这就是“优胜劣汰”。本人认为达尔文

的这一观点非常适用于图书馆的服务创新中。服务是图书馆的宗

旨，服务的对象是读者。当今读者的求知需求日新月异，并对图书

馆赋予了更高的要求，图书馆服务创新过程就是一种不断适应读

者需求变化的过程，当读者需求发生变化时，图书馆内部也要发生

相应的变化来适应和满足读者的需求，当某一天图书馆适应不了

读者的需求时，图书馆将会被读者和竞争对手将其淘汰掉。其实，

图书馆生态理论最早就是来源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思想的。在

图书馆生态理论看来，图书馆的发展具有生物进化的类似性特征:

多样性、遗传性和自然选择性。多样性意味着现实中的特定图书

馆至少具有一个重要的区别于其他图书馆的显著特征; 遗传性是

图书馆内存在着某种类似生物基因特征的图书馆复制机制; 自然

选择性则是指一些图书馆能适应环境的变化并得以发展，另一些

图书馆则以不同的速度逐渐消亡。
2.2 进化论相关概念在图书馆服务创新中的体现

图书馆的某些活动和现象可以与生物学有类比性。如: 生物

的“遗传”与图书馆的“传承”; 生物的“自然环境”与图书馆的“外

部环境”; 生物的“变异”与图书馆的“创新”; 生物的“进化”与图书

馆的“发展”。
2.2.1 进化论的“遗传”与图书馆的“传承”

进化论的遗传是指生物在进化过程中保持了物种的特性。
遗传说明了物种的相对稳定( 相对不变)。此外，生物在环境影响

下产生了新性状，从而相关地在生殖细胞也引起相应的变化，使生

物的这些新性状能够稳定保存下来，也是遗传所起的作用。图书

馆的“遗传”性即保持其自身已形成特色的传统和风格，即所谓的

“物种”( 主要指图书馆员及各种文献信息资源等) 特牲，也就是平

时我们所讲的传统图书馆、图书馆的传统服务方式等。另外，也是

因为有“遗传”，传统图书馆的优良性状才能传承下来，才能保持图

书馆的稳定性，才能使得吸收了新鲜事物后的图书馆得以保存下

来，成为了今天的混合型图书馆。
2.2.2 进化论的“自然环境”与图书馆的“外部环境”

生物生存的自然环境包括: 无机的条件，例如阳光、土地、水、
矿物质、空气、气候等; 有机的条件，就是指生物，例如同一物种的

其他个体和其他动物、植物、微生物。
图书馆生存的外部环境: 现在获取信息的途径越来越多，各类

型图书馆、信息机构日益丰富，网上浏览、阅读和搜索信息资源快

捷、便利，因此，到图书馆借阅的人越来越少。
2.2.3 进化论的“变异”与图书馆的“创新”

进化论的变异是指物种的个体差异 变异不但普遍存在于

物种的外部形态，而且普遍地见于内部构造，见于生理功能，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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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性和生理作用等方面。生物为什么会有变异呢? 达尔文认为，

引起变异的原因，归根结底都跟环境条件、生活条件的改变有关，

在不同的生活条件下生存的同一物种的差异就是变异。
创新一词最初的定义是企业家对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这

一概念引用到图书馆服务中，就是对包括图书馆管理组织，图书馆

员、读者这三要素的重组，形成高质量的新型服务。为了适应环境

( 主要指各种用户及与图书馆有关系的外部因素等) 的变化，就得

不断推陈出新，通过“杂交”技术或“现代生物”技术，进行基因重

组，达到图书馆的发展，这就是图书馆的服务创新。创新在图书馆

服务中与生物的变异有着相同的含义。
2.2.4 进化论中的“进化”与图书馆的“发展”

物种的进化是遗传与变异相互作用的结果。生物的进化是

由旧的类型的物种到新类型的物种的转变，这种转变是通过小变

异的连续积累，一旦变异突破了遗传性，物种的连续性发生中断，

便出现新的物种。新物种只是相对稳定，它还会发生变异，并出现

新的物种。生物进化的过程是旧物种转化为新物种，新物种又转

化为旧物种的交替过程，它不断地促使生物越来越向高级发展。
图书馆的发展是传承与创新相互作用的结果。图书馆的发

展是由传统图书馆向混合型图书馆的转变，这种转变也是渐进式

的，一旦新的技术出现，新的服务方式的形成，新的图书馆形式就

会出现，新的形式便会替代旧的形式。新的图书馆组织是相对稳

定的，它还需要继续创新，并由此导致更新的形式的图书馆出现。
图书馆发展的过程是旧形式转化为新形式，新形式又转化为旧形

式的交替过程，它不断促使图书馆越来越向完善的方向发展。
3 进化论在图书馆服务创新中的应用

“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图书馆外部环境在不断变化，信

息技术发展，导致用户的需求方式改变，引发图书馆的服务方式发

生改变。那么，图书馆如何去适应这样的环境才能有自己的生存

空间? 我们的图书馆要怎么做，才能使信息用户选择我们呢? 才

能在这样的浪潮中立于不败之地呢? 我想，达尔文的进化论已经

给予了我们一定的启示。根据达尔文进化论的内容，我们的工作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展开:

3.1 通过创新求发展

有变异，才能有生物的进化。图书馆要有创新，才能有发展。
自然选择是从变异出发，通过生存竞争来实现进化的。图书馆要

想有发展，就应从创新出发，通过竞争( 让读者来选择图书馆) 来实

现发展。
当前，图书馆面临的外部环境是用户要求越来越高，竞争对手

越来越强。图书馆只有进行服务创新，才会被用户选择。图书馆

服务创新是指用新思想和新手段提高图书馆服务质量，形成图书

馆的竞争优势，最终达到服务满意最大化的目的。
图书馆服务创新最显著的一个特点就是用户积极参与进服

务创新过程，同时，服务创新过程包含了图书馆各个部门和个人的

参与。图书馆服务创新以用户需求为导向，在与用户的互动过程

中创新，用户不仅是创新思想的重要来源，而且作为“合作者”参与

创新。图书馆服务部门只有与用户进行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才

能更好地了解用户需求，并由此改善服务质量，提高用户满意度。
服务创新在图书馆内部同样也是一个交互作用过程。服务

创新过程通常是一个集体性的、非系统性的过程，馆员和部门管理

人员以正式和非正式的方式参与到不同的交互作用当中 图书馆

服务不是一个有形的实物产品，而是一个方式、一种方法、一种观

念、一种过程，因此，决定了图书馆服务创新途径具有多样性，图书

馆服务创新活动有相当大的灵活性，可以同时包括几个方面，即观

念创新、制度创新、技术创新、业务创新和人才队伍的创新等等。
3.1.1 馆藏量优化

要加强馆藏建设，尤其要加强数字馆藏建设，为网络提供高质

量的信息，建立虚拟图书馆，实现全球范围的资源共享提供集成化

的信息检索界面，使用户足不出户，即可访问各种信息系统，以实

现信息化、网络化、虚拟化、全球化。同时注意利用自身优势和外部

条件拓展服务功能并改善服务手段，通过实施品牌战略和精品战

略来开拓信息服务市场。
因此，进行数字图书馆建设成为21 世纪图书馆迎接网络时代

的重要战略。它的研究与建设水平将直接关系到我国图书馆在未

来信息时代的地位与作用。未来的图书馆将以服务特色和技术手

段论高低，能否迅速占有信息资源并向社会提供信息产品将成为

衡量图书馆服务水平高低的标准。
与此同时，图书馆要培养创新人才，才能适应社会发展对图书

馆的客观需要。
3.1.2 服务最大化

服务是图书馆的核心价值之一。图书馆人通过服务帮助用

户使用信息资源，使用户满意最大化，才能体现图书馆本身的价

值。图书馆一定要了解读者用户真实的需求和期望，然后围绕这

些需求的实现和满足来组织、开展工作。图书馆在藏书建设、文献

开发、读者辅导、服务时间等各个方面，都需要收集读者的信息，这

样开展工作才有针对性，才能提高图书馆的服务质量，产生最大的

社会效益。图书馆应建立用户需求的感觉系统、传入系统、效应系

统和反馈系统，建立用户信息管理手段，建立用户参与式服务管理

模式。紧紧围绕用户需求，及时调整服务方向，掌握信息服务主动

权。
3.2 通过“遗传”稳定自身优势和特色

图书馆的独特之处在于传承文化，这是其他信息机构不能相

比的。生物因为有遗传性，才能使它所获得的特性保存下去，图书

馆也要通过“遗传”稳定其优良传统和特色。
3.2.1 图书馆精神。图书馆精神包括科学精神、奉献精神、创新精

神、竞争精神和协作精神。图书馆精神是图书馆的灵魂和精髓，是

图书馆优良传统的结晶，是维系图书馆生存与发展的精神支柱。
百余年来，众多为图书馆事业贡献毕生精力的有识之士用实际行

动铸造了图书馆精神。尤其是在当今这样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

老一辈图书馆人的图书馆精神不论图书馆发展到什么程度都是不

能丢的，那种吃苦耐劳、任劳任怨、淡薄人生、忠诚于图书馆事业的

传统精神更需要提倡。
创新精神是时代进步的灵魂，是图书馆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创新精神是图书馆精神的本质属性，是适应文化发展需要和社会

知识化、信息化发展的需要。必须创新思维方式，创新工作方法，

创新运行机制，改善借阅环境，增添资源吸引力和社会教育功能，

努力探索适应各层次读者阅读规律的图书馆管理模式。同时，图

书馆创新精神是图书馆人在不断转变旧观念、树立新思想、改造旧

方式、扬弃旧方法、采用新技术、建立新机制的过程中培养起来的。
图书馆只有不断创新才能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代。
3.2.2 图书馆组织文化。各个图书馆在长期的服务实践中，都建

立有自己独特的图书馆组织文化 图书馆组织文化随着客观环境

和图书馆内在因素的变化，不断注入新的内容，保证图书馆组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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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在内容上与时代发展要求相吻合，要坚持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
但培育图书馆组织文化，必须在保持相对稳定的前提下，保持图书

馆组织文化的时代特征和活力，并赋予图书馆组织文化以不断发

展的生命力。
3.2.3 文化传承职能。不论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和数字技术有

多发达，而传统图书馆的基本职能不会因此动摇，传统图书馆保存

人类文化遗产的职能没有变。纸质文献资料的实体存在形式其保

存方式的可靠性等诸多特点优于数据库资源，对其收藏不应停滞。
3.2.4 馆藏特色。很多图书馆一直注重营造特色资源。如在馆

藏中注意对有地方特色的文献资源的建设，为保存地方文化遗产

作出了贡献。再如，一些专门图书馆在文献的收集上注意突出重

点学科和重点研究领域，因而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权威性和不可替

代性。
3.3 在竞争中求生存

达尔文认为任何生物都跟周围环境发生错综复杂的联系，任

何生物都为争取生活条件跟其他生物进行竞争。由于环境条件能

够影响到生物个体的存亡和后代的盛衰，所以生物在生活过程中

必须跟周围条件作斗争。在达尔文的进化论中，生存竞争是按广

泛和比喻的意义来使用的名词，它不仅有竞争，还包含有生物之间

的依存关系，不但包括个体生命的保持，还包括能够传留后代。
图书馆作为知识源泉和信息集散地，是社会需求的产物。随

着人们对信息需求的日益多样化、个性化，以满足用户为目的的需

求竞争也日益激烈。另一方面，图书馆的社会价值除依赖于社会

的需求程度外，还取决于图书馆对社会提供的服务。为了获取更

高的价值，也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图书馆也必须取得先机，战

胜对手，正确分析环境变化，及时制定有效的应变措施，从容应对

各种挑战。按照进化论的理论，图书馆之间的竞争包括相互之间

的依存关系或者说是合作与共享，还包括图书馆个体生命的保存

以及可持续发展。
图书馆的服务竞争主要指馆际之间的竞争、图书馆与其他信

息机构的竞争。个体图书馆要善于把握有利时机，营造良好的竞

争环境，并通过适当的手段和模式获取竞争优势，确保图书馆在激

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图书馆服务竞争的焦点集中在资源和读者上。谁的藏书多、

资源基础厚、传递速度快、检索途径多、服务质量高、社会效益好、
手段更先进，谁就拥有竞争优势。

在网络环境下，谁拥有资源优势，并在某一范围内形成了不可

替代的差别优势，实现了人无我有，人有我全，人多我优，谁就在竞

争中获取优势并占据有利位置。在网络环境下要打好资源基础，

不仅要注重内容的专业性和特色化，也要注意载体形式的多样化;

不仅要重视文献资源建设，更要关注数字信息资源的优化配置和

组合; 不仅要发掘信息来源及含量，更要提高信息质量，开发具有

增值意义的信息新产品; 不仅要加快信息传输速度，简化传递流

程，增加查检途径，还要提高信息获取、分析、存取能力，从而有效

确立信息资源优势。为此，必须在价值链的部分或全部活动上拥

有超越竞争对手的资源和实力，其中最主要的是要打造品牌，突出

特色。然而，任何图书馆不可能在价值链的各个环节上都有竞争

优势，为了满足不同用户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于是馆际之间积

极寻求协作共建，以弥补资源和能力的不足。因此，图书馆间的竞

争实际上也包括了合作竞争。
图书馆与各种信息机构存在着不可避免的激烈竞争，只是竞

争的重点、优势各不相同。图书馆不仅要积极面对，更要善于在竞

争中取长补短，谋求合作。在网络环境下，竞争已使图书馆与各种

信息机构之间成为合作伙伴。为应付市场冲突，合理配置资源，满

足市场多样化、用户个性化需求等都需合作双方彼此间密切合作，

共担风险，共享利益成果。相互间为竞争而合作，靠合作来竞争，

并通过建立图书馆联盟和共知、共建、共享网络体系形成优势互

补，共创竞争优势。这种双赢意识和合作模式的形成也标志着图

书馆竞争由低层次的单打独斗发展为高层次的合作竞争

4 结语

达尔文以后，进化论又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得到发展，现在

有充分根据地说，达尔文进化论是真理，自然选择是生物进化的主

要机理，虽然是这样，人类对生物进化的认识还远远没有完结，进

化论在不断发展之中。
图书馆也在不断发展之中，由于读者的积聚选择或连续淘汰

之力，图书馆自然就会给予不断的创新。创新对于一个民族不可

无，中华民族之所以历尽艰难而不衰，靠的就是创新。创新对于一

个社会单位和社会行业同样不可无，那些面临困境而又能奇迹般

起死回生的社会单位和社会行业无不靠创新。创新是当今时代发

展的鲜明特征，是图书馆生存与发展的灵魂，是图书馆事业蓬勃发

展的永恒动力。
环境在不断变化，故发展也只能是相对而言的，相对过去，现

在发展了; 随着新的环境的出现，图书馆还要不断地创新，新形式

的图书馆又将替代旧形式的图书馆。所以，创新是无止境的。
( 来稿时间:2009 年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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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ibrary Service Innovation under the Field of Vision of Darwin＇s Theory of Evolution
Liu Yanyan ( Guangx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Library )

〔Abstract〕 Based on analyzing Darwin＇s theory of evolution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application of Darwin＇s theory of evolution in
library service innovation and puts forward some views.

522010 年第3 期( No.3.2010) 刘艳艳: 达尔文进化论视野下的图书馆服务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