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高校图书馆学科馆员制度建设研究
——基于工作要求与资源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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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基于工作要求与资源理论，阐述地方高校图书馆学科馆员制度建设中存在的职业倦怠

潜在风险。认为在明确工作要求的基础上，地方高校图书馆学科馆员制度建设的核心是工作资源管
理，只有变革传统图书馆职业发展模式，地方高校图书馆学科馆员制度建设才有可能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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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馆员制度是高校图书馆适应信息技术发展的服务模式创新，其目的是希望将图书馆信息服
务直接融入到高校的教学与科研体系中。多年的实践证明，国外学科馆员制度在提供学科专业对口
服务、主动服务、深层次服务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目前国内一些学术型高校图书馆在学科馆
员制度建设方面也取得了一定成绩。然而，学科馆员制度在嵌入地方高校体制过程中也遇到一些挑
战。为此，本文基于工作要求与资源理论（JD-R，The job demands-resources model），从职业倦怠
视角讨论地方高校图书馆学科馆员制度建设问题。
1 地方高校图书馆职业倦怠的含义及特征分析
学科馆员制度对地方高校图书馆馆员的职业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学
科馆员制度存在引发职业倦怠的风险。职业倦怠是由病因临床心理学院 Freudenberger（1974）率先
提出的。他认为，职业倦怠是由于长期卷入要求情感付出的情境而导致的一种身体、情感和心理的
耗竭状态。[1]在以人为服务对象的职业领域中，个体更可能体验到情感耗竭、人格解体和个人成就
感降低的症状。[2]职业倦怠具有一个动态的、渐进的积累过程，当累积量达到临界时，个体会突感
耗竭。[3]图书馆管理工作亦是一个易产生职业倦怠的高危职业。因此，地方高校图书馆学科馆员制
度建设必须未雨绸缪。
地方高校图书馆馆员职业倦怠具有如下特征：①普遍性。长期以来，地方高校图书馆被定位为
教辅单位，因此，地方高校很少有将图书馆科研工作放到与教学单位同等的位置。这也使得部分图
书馆员对科研工作性质产生认知偏差。高校图书馆员一般只能申报图书资料专业职称，限制了部分
馆员参与教学科研的积极性。个人成就感较低和消极情绪则进一步促成科研倦怠。②早发性。由于
传统的图书馆职业发展模式约束，多数馆员只有通过职称晋升来达到个人职业目标。然而，地方高
校极其有限的职数和激烈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图书资料系列高级职称评定的高要求，多数年
轻馆员只能望而却步。③危害性。地方高校图书馆通常女性馆员密集。由于各种原因，地方高校图
书馆往往是引进人才的女性家属安置地。由于缺乏系统的图书情报专业训练，她们往往对图书馆工
作的意义和价值认识不够，缺少职业荣誉感，简单繁琐的劳动使得一些工作人员产生倦怠。这种倦
怠状态不仅直接影响到图书馆工作质量，也间接地影响到高校图书馆人才队伍的稳定。
2 地方高校图书馆学科馆员制度的 JD-R 理论
JD-R 理论是近年来人们对职业倦怠现象分析的重要工具。该模型认为，工作资源与工作要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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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工作压力的两大风险因素。工作要求是指，为维持效率和技能水平，工作对身体的、心理的或
者组织的条件要求。虽然工作要求不一定都是负面的，但个体努力程度越高，其支付的身体和心理
成本也越高。[4]当付出不能得到合理回报时，工作要求则可能变成工作压力源，导致日益增长的衰
竭体验。[5]在 JD-R 理论中，工作资源则是那些有利实现工作目标，降低工作要求，减少身体和心理
成本，刺激个体成长、学习和发展的工作环境支持。工作资源的满足，如社会支持、绩效反馈和自
主性则可能激励与工作相关的学习、工作参与和组织承诺[6]，而且人们总是努力获得和保持他们认为
有价值的资源，当个体感知到自己所重视的资源受到威胁时则可能产生压力和倦怠。[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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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学科馆员制度建设的 JD-R 分析框架
根据Bakker 等（2007）的JD-R研究[8]（如图1所示），地方高校图书馆学科馆员制度建设应当
体现以下几个方面的要求或原则:①学科馆员工作制度要求应当切实和明确。制度是为决定人们的相
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9]，但制度不能只强调组织的理性，所以，学科馆员制度必须切合地
方高校发展的需要，切忌拔苗助长。另外，明晰的工作任务有助于减轻职业倦怠。[10]因此，学科馆
员制度应当设定具体的工作要求，减少制度运行环境的不确定性。②工作资源是地方高校图书馆学
科馆员制度设计的核心。在高工作要求环境中，工作资源能够对动机和工作参与产生深刻影响。工
作资源往往被认为是制约地方高校发展的瓶颈，然而，根据JD-R理论，地方高校拥有丰富的潜在工
作资源，人们既可以从组织层面、个体和社会关系层面获取工作资源，同时来自工作团队层面和任
务层面支持也是有效的工作资源。③工作资源与工作合理匹配。Demerouti 等（2001）认为，工作
设计不当或长时间的工作需求（如超负荷工作、情感诉求等）会大量消耗员工的心理和物理资源，
并可能因此导致能量衰竭（即疲惫状态）和健康问题。相反，过度的工作资源供给则可能导致学科
馆员制度的低效率。[11]
3 地方高校学科馆员制度建设的几点建议
组建学科馆员团队，对加速地方高校图书馆信息资源共享，推进高校教学科研水平具有积极意
义。事实上，学科馆员制度对图书馆员提出了更高的工作要求，与此同时，地方高校图书馆在工作
资源建设方面可能存在诸多问题。为此，本文基于 JD-R 理论分析，对地方高校图书馆学科馆员制度
建设，提出一些建设性意见：
3.1 以工作资源管理作为学科馆员制度建设的核心
资源丰富的工作环境能够培育员工敬业精神
反，工作资源缺乏能够产生高水平的工作脱离

[12]

，导致积极的工作参与

[13]

[14]

，缓冲工作压力

；相

[15]

。Hobfoll 和 Shirom（2000）认为，资源越少的个

体更可能体验到亏损的增加；相反，资源越多的个体则谋求资源收益的风险倾向越大。[16]因此，地
方高校既需要从组织层面、个体和社会关系层面进行挖掘，也应当在工作组织层面和任务层面进行
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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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培育图书馆学科馆员团队的自主性
在实行团队工作和项目管理方面，图书馆管理者可以赋予他们工作任务和责任。健康和福祉对
具有工作自主性的员工可能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更大的自主权表明有更多的机会，以应对紧张的情
况。[17]多元化的职业发展途径给予他们更多的自主权，为他们提供丰富多彩的展示自我的平台，从
而拓展馆员的发展空间。
3.3 完善绩效反馈与激励机制
学科馆员所从事的是一项主动性的服务工作，当前，地方高校图书馆管理机制不健全，传统图
书馆目标管理模式也决定了学科馆员工作很难融入到院系的教学与科研活动中去

[13]

。因此，能否获

得学科与科研单位及学校的支持，是学科馆员制度成功的关键。绩效反馈与激励机制就是其中非常
重要的支持形式。建设性的反馈意见与适量的激励措施，不仅可以保持学科馆员的工作积极性、也
[19]

有利于改善团队氛围。

3.4 培养学科馆员成员的跨学科兴趣
表面上，业余爱好与学科馆员制度无关，其实不然，注重学科交叉是当前理论研究十分重要的
思路。因此，高校图书馆应当不拘泥于本职工作和学科限制，鼓励馆员成为各个方面的专家。对有
条件的馆员，鼓励他们参与其他学科建设和教学科研活动，甚至还可以申请评定教师职称。这样既
有利于教学单位的教学科研，又有利于馆员的自身发展，从而推动图书馆整体服务水平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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