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出版

高校图书馆学术图书采访策略探析
□ 陈建星

李金庆

[摘要]由于出版信息不透明，图书质量良莠不齐和出版发行市场的多元化，以及图书采访人员的素质限制，增
加了学术图书采访的难度。本文在简析学术图书的相关特性后，着重探讨高校图书馆学术图书采访过程中遇到
的难题及相应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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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图书是指围绕某一学科或某一专题，将有关知识归

3. 出版方式灵活多样，自费出版比例逐步增大

纳成原理，进行系统论述的图书，也包含具有较强学术性的

随着合作出版、按需出版等出版方式的多样化，以及一

一般图书，如高层次的文化读物、比较专深的科普图书、科

号多书的丛书批次出版，学者出书较20年前相对容易，出版

学家的传记、哲学社会科学类的普及读物等。高校教材中专

费用也有所下降，因而学术图书的种数也快速增加。除了传

业性、理论性较强的课本，也属于学术图书。学术图书不仅

统的出版社及相关组织资助出版外，课题经费出版和个人自

是出版社品牌、 质量的象征， 同样也是高校图书馆文献资

费出版的比例也逐步增大。

源建设的核心和灵魂。据统计，全国 570 多家出版社每年出

4. 学术图书的宣传媒介立体化

版约20余万种中文图书中，只有15%是专业图书。

学术图书的市场宣传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1）在有

学术图书由于专业性较强、读者面较窄，发行量不

关媒体上发布新书预告。除在纸质报刊上登载外，近年来这

大；同时，由于图书出版及销售市场的混乱与不透明，造成

类信息广泛分布于网络中；（2）组织水平较高的专家学者

图书采访环节出现信息失真的现象；加之部分采访人员素质

撰写书评，同时，也利用网络交互功能鼓励普通读者参与书

较差，使得做好学术图书采访的难度增大。本文在简析学术

评；（3）向大中型书店以及设有学术图书门市部、科技图

图书的相关特性后，着重探讨高校图书馆学术图书采访过程

书门市部和高校门市部的书店发广告征订；（4）直接邮寄

中碰到的难题及相应对策。

征订书目给文化科研部门，特别是大中型图书馆及其它文献

一、 学术图书特性分析

收藏机构。

1. 内容专业，针对性强；受众面狭，发行量少

需要注意的是，除了通过传统的平面媒体进行宣传

学术图书一般围绕某一专业论题进行阐述，内容较为

外，学术图书越来越重视通过互联网的宣传，并进行立体多

专深，读者属知识型、专业型读者。除了部分教材和科普读

维视角的展示。书评也通过维基、微博等新的平台呈现大众

物印刷量较大外，学术图书大多印刷量少，部分只印一两百

化互动的趋势。

册，甚至只有几十册，例如知识产权出版社开展的按需出版

5. 发行方式多元化，相当部分是自办发行

就允许作者只印一、二十册，印数较多出版费用就相应提

我国学术图书的营销渠道主要有以下几种：（1）新华

高。

书店销售或民营书店销售；（2）直销，包括书市、书展销
许多出版社对拟出版的图书审稿之后，就分配书号由作

售；（3）图书发行商的批征订；（4）读者俱乐部或报刊

者联系印刷厂，根据自己的需要确定印刷数量。不少知识分

亭销售；（5）网上书店销售；（6）作者自己联系发行。目

子障于面子，且缺乏必要的市场意识，不习惯推销自己写的

前，大部分高校图书馆委托馆配书商批订购，已成为主要渠

书，大多选择少量印刷。

道。

2. 作者队伍专业化，理论水平较高；图书质量总体较
好，但也鱼目混珠
学术图书的作者都具有较扎实的专业基础，有的是某一
专业的专家，所以学术图书的学术水平总体较高。但也有相
当一部分学术图书功利性太强、是为评职称、拉课题等的拼

印量少的学术图书没有进行批量发行，即没有通过书
店、书亭等销售，也没有委托图书发行商征订，只是赠送给
少量朋友和图书馆等机构。数量上百册的可能自己联系发
行，由于不是批量操作，发行面较窄，发行数量有限。
6. 高校和科研系统图书馆是采购的主力

凑、抄袭之作，学术价值不高。此外，有些不法商贩仿造销

高校图书馆和科研系统图书馆，收藏的图书侧重学术

售盗版书和不健康的、反动的图书，因而出现鱼目混珠的现

性，是收藏学术图书的主力军。所以高校图书馆要了解学术

象。

图书出版发行的特点，加强与相关出版社的信息沟通，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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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核心出版社的研究。

要。

二、学术图书采访的困境

2. 加强出版发行信息的搜集掌握

由于出版信息不透明，图书出版和销售市场的混乱，以

图书馆应该主动了解整个出版业的发展状况，了解当前

及图书采访人员的素质限制，增加了高校图书馆采访学术图

出版格局的分布，印刷出版和发行销售模式的特点，加强图

书的难度。

书馆与书商的信息双向反馈，建立密切的信息沟通渠道。特

1. 出版信息不明影响及时订购

别是与高校重点学科对应的重要出版社，图书馆应该主动联

学术图书由于印量少且很少再版，出版信息不够透

系，并进行定向跟踪，保证这些重点出版社的产品信息不被

明，发行途径和订购方式也多元化，图书馆如果只采用传统

遗漏。

的的信息收集方式，通过新华书店或一两个大的书商了解出

鉴于学术图书的出版信息不够透明，订购难度较大，

版状况，或通过影响较大的书评栏目了解新书，忽视通过一

因此要在访求上下功夫。对已发行图书信息的掌握，要重视

些小型的专业书商及各类网络书评渠道了解出版动态，会导

联系学术组织、学者、出版社、专业书店及课题基金管理部

致信息收集与出版现状出现不同程度的脱节，从而无法全面

门，特别是加强与出版社、图书馆及学术组织的联系，注意

及时地掌握出版信息。

查检浏览书评资料，主辅渠道配合。

信息沟通不畅不但使图书馆很难及时获取到全面的图
书出版信息，造成漏订，而且会让图书发行商接到图书馆的

3. 建立严谨的采访制度，完善学术图书学科采访和选
书专家机制

订单后，由于包销和出版社无库存等原因导致其无法采购配
送。

由于学术图书专业性强，有的只探讨某一学科中细分
的狭窄方向，较为专深，不少图书的学术价值需要有专业背

2. 图书出版及销售市场的混乱

景的人才能判断。因此，要提高采访图书的针对性、科学性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出版社日益增多，合作出版、按

和前瞻性，应选派有专业背景的学科采访馆员采购自己相对

需出版等新的出版方式应运而生，图书的种类、版本也随之

熟悉的学科书籍，根据学科发展动态和本馆收藏重点，本馆

增加，但良莠不齐。出书容易也催生了一小部分学术价值不

幅射区域的研究重心，以及学术图书内容的主题、层次和水

高的图书，有的人为了评职称需要写一些缺乏学术质量的稿

平，选购学术性强的专业图书。

件。图书出版同质化严重，有的图书内容虽无大的更新，也

由于学科馆员对所负责专业的熟悉深度有限，所以，

不断改版印刷征订。教材市场的同质化竞争尤为突出。盗版

为了使学科采访更具专业性和针对性，采访人员应在采访过

书、非法出版物等充斥图书市场，造成了采购人员的视觉混

程中与相关专业的专家密切沟通。特别是高价书刊，有必要

乱，加大了鉴别选购的难度。

引入学科专家参与审核。方法是由高校各学科推荐有代表性

同时，图书发行、销售的渠道也逐渐增多，有的发行商

的专家，成立学科专家委员会，对于外文图书及高价中文书

实力较差，提供的征订书目信息不完整，甚至错误百出。在

的采购，由相应学科专家推荐或审核，以提高图书采访的质

利益的驱使下，一些书店或经营者还通过“贿赂”采购人员

量。

来推销质劣价高的图书。
3. 部分图书采购人员素质有待提高

4. 直接联系学科专家和作者
由于学术著作的发行途径较窄，有的图书无法通过常规

当前，我国部分图书采购人员素质不高，专业知识结构

的订购途径获得，因此，学科采访馆员平时应积极与对应学

狭窄落后，信息收集和分析处理能力较弱。有的职业道德素

科的专家联系，从中了解该领域学者的出版信息及作者联系

养和工作态度较差，操作粗心大意，不主动，这些因素影响

方式， 通过与作者沟通，直接购买或掌握较快捷方便的购

了图书采访的数量和质量。有的甚至被非法书商的蝇头小利

买途径和方式。有的图书在作者简介等栏目可找到作者的联

所诱惑，进而与其勾结起来，采购了一些质量低劣、内容平

系方式，如电子邮箱、电话等，借此可联系作者恰购所需学

庸乃至重复的盗版书籍或非法出版书籍。

术图书。

三、改进学术图书采访的相应对策
针对上述困境，学术图书采访更需要科学的选择和采
购，以下提出几点相应对策。
1. 提高采访人员素质，构建学科结构合理的采访队伍

另一方面，大部分学者都有个人的学术图书收藏，有的
在一定条件下会自愿将所藏图书赠送给图书馆，这些也需要
采访馆员积极沟通。
5. 多渠道搜索、获取限量版学术图书

除了提高思想素质和职业道德修养之外，图书馆应加

很多学术图书由于印量太少没有通过书店或书商批量

强采访人员的业务培训以提高其专业素质。图书采购人员要

发行，较难买到，但通过主题或题名模糊检索大型图书馆的

构建合理的知识结构，培养信息收集、分析处理和鉴别评判

OPAC，可查到这些买不到的图书，因为自办发行的图书一

能力。针对各校的学科设置和研究重点，图书馆要有意识地

般会和国家图书馆、作者所在省馆或大的高校馆联系，所以

培育一些面向不同学科的采访馆员，让他们具备对应学科的

这也是学术图书信息搜集的渠道之一。如果确实印量太少，

专业素养，对所负责校内学科和专业的发展水平、发展方向

已采购不到，必要时可联系复印或以扫描等方式获得一两件

和研究热点有所了解，确保所购图书符合学校教学科研的需

复本用于公益性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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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图书通过合作书商和实体书店买不到，但由当

有重点、有层次的图书补缺工作。

当、亚马逊等网上书店可买到；有的学术图书虽没有大量发

利用Google Scholar引文数据或Calis书目，也可作为判

行，但通过网上可查到书目信息甚至整本书的全文，所以网

断文献学术价值的参考依据，对学术图书进行查漏补缺。

上搜索也是访求途径之一。此外，有的作者只委托小型门市

Google学术搜索的检索结果大都提供论著的文献线索、摘要

部、报刊亭代售少量图书，平时留心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收

及引文信息，通过相关文献的被引用数据，可用来分析文献

获。

的参考价值。Calis书目一般也被视为学术性较强的书目，有
6. 通过合理招标吸引专业书商参与

的馆通过与Calis的书目比较，来开展馆藏查缺补漏。

由于业务习惯，很多图书馆已经在较大程度上依赖于某

10. 建立学术图书评价制度

些图书发行商。但有的发行商将利润放在首位，对于发行量

要定期开展馆藏图书评价，通过馆藏利用率统计分析和

较小、受众市场窄的学术书有抵触情怀。原因在于学术书折

读者利用调研，辅以获奖及好评的专业图书入藏对照，评价

扣幅度低，利润就低，而发行商在馆配竞标中得到的是平均

学术图书的投入产出比，发现采访方向偏离就及时纠正。在

折扣。因此，图书馆招标前应做好宣传，争取更多专业书商

建立采访制度和进行馆藏评价时，对同一专业的图书应区分

的参与。招标时不能过分注重书商提供的折扣，而要着重考

不同的层次和不同的研究方向，选购适合本馆相应层次的、

察书商的供货能力，如新书的采到率、到货周期及售后服务

针对性强的学术图书。例如本科教学与研究生教学不同，对

等，同时要关注一些在特定学科有优势的专业书商。

象层次不同，不同院校的图书馆就需根据各馆情况选购相应

7. 现货采购与期货采购相结合

层次的学术图书。

图书现货采购与期货采购各有优劣，如果以现货采购为

此外，要完善馆藏，还须辅以读者推荐制度。广大读

主，可能会受限于现采场所的品种和库存数量，则种类和复

者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能接触到丰富的学术图书出版和书

本得不到很好的保障；如果以期货采购为主，虽可收集大量

评信息，科学加以利用，可弥补学术图书信息不够透明的缺

的书目信息并制作好订单，但最终到货率很大程度上依赖于

陷。因此，图书馆要广开渠道，鼓励读者推荐好书。但对于

书商的运营能力。所以要结合两种采购方式，现货采购以核

读者推荐的学术图书，也要加以分析判断，不能照单全收。

心出版社为主、期货采购以外围出版社为主，根据不同情况

（作者单位：陈建星，厦门城市职业学院图书馆；李金

灵活运用。

庆，厦门大学图书馆）

核心出版社的图书品种多、质量好、时效性强、备受读
者的青睐，这部分图书如果通过现货采购可大大缩短入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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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有特定关系的图书馆，如本地公共馆或作者曾就读院校
的图书馆。图书馆要对赠送的学术图书加以科学的组织与管
理，做好典藏和开发利用工作。
9. 学术图书的查缺补漏
要构建完善的学术图书收藏体系，应开展馆藏及在订学
术图书的查缺补漏工作。首先应收集漏缺图书的书目信息，
并通过引文分析法确定所需文献的学术价值，然后考虑教学
科研需求的轻重缓急及文献购置经费的许可程度，最终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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