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应社会发展

提高员工素质

叶淑凤

社会在不断发展, 而社会发展归根结底
靠人的实践创造力所产生的社会生产力; 这

调和管理等, 投入感情, 处理和建立良好的人
际关系, 创造 馆荣我荣 的环境, 这是由图书

又取决于人的素质状况。提高人的素质, 关
键在于提高人的综合素质, 其中, 包括观念素
质、
理论知识素质和技能素质等。本文拟就
提高员工的素质这一问题, 结合笔者从事图
书馆的工作实践, 从三方面展开讨论, 以求得
共识。

馆活动具有的社会性、
开放性和服务性特点
延伸出来的, 不具备或缺少情感源, 是做不好
图书馆工作的。
为人找书, 为书找人 是非常好的口号,
但是在行动上干得怎么样? 许多读者查找了
半天找不到自己想借的书, 问工作人员, 而我

一、
观念素质是形成职业道德的基础
观念, 是指客观事物在人脑留下的概括
的印象。素质, 是指人或事物在某些方面的
本来特点和原有基础。图书馆人员的观念素
质, 是指对图书馆工作和图书馆事业的认识
和信念, 体现为事业心、
责任感、
工作态度、
作
风和行为规范等, 并构成图书馆职业道德的

们的一 些工作人员就 只会说: 找 不到就没
有 ( 美国图书馆学家谢拉说过: 图书馆员并
不是拿了工资而对读者说 没有 的人 ) , 外
借人员不研究 书际关系 , 有人要借丁玲的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 因单行本借光而不知
找出 丁玲选集 , 这只能说明我们的业务素
质差, 观念素质也不高。因此, 我们必须树立

内容范围。图书馆人员的观念素质应包括两
个含义: 其一, 是指图书馆人员处理业务工作
问题的思维模式; 其二, 是指图书馆人员对待
本职工作产生的情感源。现代心理学家在对
有效管理人员进行研究时, 曾经揭示三个主
要特征: 高尚的品德, 优质的管理和移情的能
力。这同样适用于图书馆行业的工作特点。

崇尚知 识, 崇尚 科学和 崇尚 文明的 社会风
尚, 通过 开展观念 素质建设, 以形 成忠于职
守、
敬业奉献、
服务社会的职业道德的基础。
二、
理论知识素质是管理图书馆工作的
基础
图书 馆工作高 度知识性 和专业 性的特
点, 要求图书馆员工具备相应的系统管理知

高尚品德是形成有效管理的条件, 它直
接影响从业人员组织管理工作的精神状态、
工作作风和工作成效以及追求事业的信念。
优质的管理产生于工作人员的行为, 只有强
烈的愿望和行为, 才能发挥自身的专长和技
巧, 推动和促进工作实践活动深入开展, 实现
为社会服务的目的。移情能力在于通过一系

识和较广的知识面, 较专深的学科基础, 谙熟
相关学科的理论知识, 掌握系统论、
控制论和
信息论的知识, 以实现图书馆工作的有效管
理。
图书馆员工的理论认知和把握程度, 在
于理论联系实际。就本专业的人员来说, 有
了理论, 一定要融会贯通, 并在解决工作中的

列的工作管理活动, 如读者的管理( 指与读者
的联系, 增强服务热情) 各部门人员的组织协

问题时, 深化原有的理论, 升华为新知识; 就
非专业出身的人员来说, 要通过实际工作, 探

67

索规律, 促进理论学习, 进行判断、
推理、
思维
创造, 以发展能力和智力。图书馆员工如何
在参与学术交流的活动中来提高理论知识水
平, 应该是属于理论素质问题。如广东省重

些都关联着图书馆员工的技能素质问题。为
此, 必须:
1、
提高员工的计算机知识与实际操作能
力。

新修订的 广东省图书资料系列职称评定条
例 , 增加了 继续教育条件 的规定, 对于申
报不同职务档次的人员提出了 必须结合实
际专业技术工作的需要, 学习相关学科技术

我国公共图书馆内的信息专业人员大多
数未经过 深入的较高层 次的计算 机技术培
训, 有些人还是 机盲 。长期查询资料, 擅长
于传统的手工方式的文献加工处理和检索,

的新理论、
新方法、
新技术, 注意提高外语水
平和计算机技术, 不断更新知识, 转变观念 。
象这种 资格条件 应该作为图书馆专业队伍
形成与发展的政策性规定, 也应该是图书馆

而不具备 现代文献 加工、管理技术 与知识。
即使一些图书情报专业的本科毕业生, 学习
过计算机原理, 图书馆自动化程序设计语言
等课程, 但对数据库技术、
网络技术、
联机检

人员提高理论知识素质的依据。
综观中外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历史, 卓有
成就的图书馆学家或学者中, 既有本专业出
自身的, 也有非专业出身的, 都是通过对图书

索技术不太了解, 动手操作能力较差, 因而与
网络环境下的图书情报工作的实际需要有一
定的距离。我认为, 公共图书馆的工作人员
应了解和掌握计算机主要硬件的构成和计算

馆工作的实践探索, 从学术的角度进行研究、
分析形成自己的理论成果, 成为指导图书馆
活动的基础知识, 他们应当是我们探讨学术、
不断提高理论知识素质的榜样。从图书馆学

机的操作方法, 主要计算机语言和硬件的应
用, 数据库结构及网络化技术知识。现在, 特
别要求具备在国际互联网和国内几大信息网
络上查找信息、
输入信息和开发网上资源的

作为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这一角度考虑,
图书馆员工写论文参与交流的能力、
水平, 是
对其业务技能、
工作经验、
思维方法和学术水
平等方面的综合考核。

技术和知识, 并能使用 E mail, E f ax 等现
代信息传输方法。
2、
提高员工的外语能力, 并应达到一定
的水平。

三、
技能素质是优化服务条件的基础
图书馆工作的管理是一种图书馆员工的
群体活动, 并体现服务性原则。图书馆职业
的这种服务性特点, 随着社会的变化, 由原来

语言障碍对文献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干
扰作用是不可低估的。目前, 图书馆员工所
拥有的传统技能已难以适应现代化发展的需
要。未来图书馆员工不仅需要丰富的文献知

特定范围的对象扩大到社会的每一个成员,
愈来愈显 示服务性特别 具有广泛的 社会影
响。图书馆员工为了满足用户的需求, 而开
展优质服务的有效工作, 都体现在技能素质

识、
查询知识, 最起码是一个 INT ERN ET 的
好手或专家, 这就需要有外语快速阅读的能
力, 所以, 只利用字典查询, 翻译词汇与单句
的水平是不能适应网络环境下的信息服务工

上。技能素质是指图书馆员工开发和应用与
其工作有关的方法和技能能力, 并联系业务
知识层面, 包括读者服务及其方法, 文献采集
与分编工作及其技巧, 文献信息开发工作及

作的。因此, 应该大幅度地提高公共图书馆
现有专业人员的知识结构和技能, 使更多的
专业人员具备或基本具备综合信息能力, 直
接参与网络系统的运作和管理。这是传统的

对信息进行整序的能力, 熟悉和了解本部门
和本单位从事的各种技术活动, 以及这些活
动与社会各方面的关系, 以优化服务条件和
改善服务措施。

手工检索与先进的计算机化联机检索接轨的
有效途径。
以上是以图书馆员工的素质为例来探析
的。所论及的观念素质、
理论素质和技能素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国外图书馆工作
管理变化的影响, 推动了我国图书馆现代化
管理的进程。为缩短我国图书馆事业与世界
先进国家图书馆水平的距离, 我们必须重视

质等的一般原理, 同样适合其它行业的员工。
当然, 各行业都应该结合自身的特点, 努力提
高员工的综合素质, 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 作者单位: 厦门大学图书馆)

起工具性作用的基础知识的更新与提高,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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