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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门图书馆能否被复制，要看一所学校的追求是什么。 如果仅

仅是为了满足应试的愿望，就算把大门打开，要坚持下来也很难。

学生不愿意主动到图书馆借书的原因在于： 空间上， 距离远； 时间上， 限制严； 方

法上， 手续繁。 为了解决这三个难题， 学校决定去除所有会影响学生阅读积极性的障碍。

学生每次到无门图书馆享受不受人监视的自助服务， 心灵都会受到洗涤， 诚信就是

这样培养起来的。 有图书馆诚信， 就会有考场诚信， 就会有社会诚信。

如何破解诚信难题

把书以最开放和最自由的方式

呈现给学生的同时， 一道关于诚信

的试题也摆在了全校师生面前。

无门图书馆最大的先天不足，

就是图书容易流失。 鄞州高中的无

门图书馆也出现过“拿而不借”、

“缺书少刊” 等现象， 尤其以“拿

而不借” 的现象最多。

“拿而不借” 是指学生借书不

刷卡， 其原因也有很多。

“有时候同时看到好几本喜欢

的书， 但受借阅量的限制就忍不住

手痒。 有时候为了写文章或者挑选

学习类参考书， 一次需要好几本，

或者要用上好几个月， 就可能不刷

卡了。 还有的同学， 因为刷卡的电

脑前围了很多人， 要排队等候， 怕

上课迟到或者嫌排队麻烦就直接拿

走了。” 周涛说。

针对“拿而不借” 的现象， 瞿

嘉福想出了一计“激将法”。 图书

馆根据刷卡机记录的数据， 每周

贴出“班级借书排行榜”、 “读者

借阅排行榜”。 看到自己、 自己班

级的名字能被列在“全校第一”，

学生们都激动了。 而那些原本

“拿而不借” 的学生反而主动去刷

卡了。

“某班有学生未办理借阅手续，

请到图书馆补办手续。” 一旦发现

学生在图书馆有“拿而不借” 的情

况， 学校的班主任信息平台上就会

出现一条提示信息， 通过不点名的

方式提醒该班班主任催请学生补办

手续。 “曾经也想对拿书的同学进

行公开化的批评， 但拿书者都是爱

读书的人， 无恶意占有的目的。”

杜仕海发现， 善意提醒效果比批评

教育更好。 该举措一出， “拿而不

借” 的情况得到了有效控制。

“人心是值得期待的。 当我们

把学生当君子的时候， 他们就是君

子， 当我们把他们当小偷的时候，

也许他们真的就成了小偷。” 王贤

明说， 我们相信一个喜欢上了阅读

的学生， 他会变得更可教， 更能自

律， 会有一个更健康的灵魂。 我们也

坚信“无上的信任具有不可比拟的造

就人的力量”。

“无门图书馆是对学生的高度信

任。 这种信任对学生的成长， 乃至整

个一生都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宁波

大学园区图书馆馆长颜务林说， 学生

每次到无门图书馆享受不受人监视的

自助服务， 心灵都会受到洗涤。 久而

久之， 习惯成自然。 诚信就是这样培

养起来的。 有图书馆诚信， 就会有考

场诚信， 就会有社会诚信， 这不正是

教育的目的吗？

而在图书馆的管理上， 瞿嘉福却

从不松懈。 “图书馆可以无门， 馆长

的管理必须有门。” 瞿嘉福说， “其

身正， 不令而行； 其身不正， 虽令不

从。” 管理员的秘诀是以身作则， 并

关注极其微小的细节： 6年来， 管理

员们坚持从一早开始， 就摆正桌椅，

保证书架绝不杂乱。 工作的细致程度

让同行都很诧异： 图书流通量这么

大， 竟保持得这么整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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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门的门道”尚待探索

许多中学校长来到鄞州高级中学

图书馆参观， 回去就立马效仿。 “但

我们明确告诉他们， 急着开， 也会急

着关的。” 瞿嘉福说， 我们摸索了3

年， 才明白“无门的门道”。

瞿嘉福告诉记者， 在2006年以

前， 他干了27年大、 中、 小学图书

馆工作， 从来没见过无门图书馆。 当

他接到王贤明的聘请时， 他觉得， 无

门图书馆是在“胡闹”。 第二年， 当

他被邀来当馆长时， 他第一眼的感觉

是“的确有问题”。 当时图书馆虽然

没有大门， 却有借阅的时间限制， 有

些图书有编目， 有些没有， 书都胡乱

地放在一起。

“直到2007年11月， 真正意义上

的无门图书馆才开始了。” 瞿嘉福说。

2007年底， 图书馆建立了刷卡系统，

做到了24小时自助借还书。 起初的计

算机管理软件比较滞后， 系统经常有

“借不出”又“还不进”的情况，这使无

门图书馆管理无法配套协调， 造成了

一些“拿而不借” 的现象， 也影响了

统计数据的真实性。 2008年暑假期

间， 图书馆专门请人开发了新的管理

软件， 新软件保证了数据的准确性与

可信度， 在操作上也更为便捷。

“无门图书馆是一种改革， 是一

种创新。 图书馆虽然没有门， 但是归

根结底还是图书馆。 图书馆有图书馆

的标准， 有它的规章制度、 管理体

制， 我们还是要按图书馆的规则和要

求去做的， 要把无门和有门结合起

来。” 瞿嘉福说， “如果要说与众不

同的话， 那就是我们是先开放， 后改

革， 正因为如此， 我们非改不可， 不改

革就死路一条。”

“图书馆没有门， 比有门更难管。”

瞿嘉福告诉记者， 数年前， 浙江永康也

在公园开设过无门书屋， 面向社会。 一

年后， “书就被拿光了”， 惨淡收场。

无门图书馆能否复制推广？

瞿嘉福说： “有魄力、 甘于担当的

校长是前提， 图书馆管理者的现代管理

观念以及一群有理想、 有信念的工作人

员是基础， 读者群的阅读意识培养是关

键。 如果具备这样的条件， 一定可以创

办出更多的无门图书馆。”

“无门图书馆能否被复制，要看一所

学校的追求是什么。 如果一些学校认为

教育仅仅是满足应试的愿望， 不管学生

的素养，那么学校不会有复制的愿望，也

经营不好。就算把图书馆的大门打开，要

坚持下来也很难。 ”张全民告诉记者。

“如果说无门图书馆模式当前要在

一般的公共图书馆实施， 有点脱离实

际。 但是， 无门图书馆的模式在中小学

是完全可以复制的。” 颜务林说。 在中

小学实施无门图书馆其实没什么困难。

要说难就难在管理者的心理， 难在观念

上。 “从图书馆方面来讲， 实施无门图

书馆， 大家也许担心馆藏资源的毁损与

流失， 但我认为， 只要书籍毁损、 流失

的量不是太大， 在一定范围之内， 就可

以接受。 这种毁损、 流失是一种必要的

成本， 只要这种成本是值得的， 我们就

应该认可。 如果没有这样一种观念， 我

们就永远迈不开这一步。” 颜务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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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门图书馆

可在中小学推广

———对话宁波大学园区图书馆

馆长颜务林

■本报记者 史望颖

现代图书馆应该是一种怎样的形态？

图书馆如何去除建筑之门、 制度之门和读

者的心理之门？ 无门图书馆可以在哪些地

方推广？ 记者近日就此专访宁波大学园区

图书馆馆长颜务林。

记者： 现代图书馆应该是一种怎样的

形态？

颜务林： 长期以来， 人们都把图书馆

当成“知识宝库”， 当成“知识殿堂”， 似

乎对图书馆崇敬有加。 然而， “宝库” 和

“殿堂” 虽好， 但它们离普通百姓很远，

甚至很遥远。 普通百姓往往敬而远之。 时

至今日， 一些人从不进图书馆， 恐怕同这

种心态不无关系。 我认为图书馆不应是

“宝库”， 更不应是“殿堂”， 应该是“知

识公园”。

公园和百姓很亲近， 没有心理隔阂，

没有门槛， 更没有门锁。 图书馆应该像公

园一样， 普通百姓可以自由出入。 那些修

了围墙、 设门收费、 百姓不能自由进出的

所谓公园， 其实不是真正的公园。 图书馆

从有门到无门， 不仅仅是形式上的变化，

更重要的是观念上的改变。 “殿堂” 的主

人不可能是百姓， 公园的主人才是平

民百姓。 读者进出无门图书馆， 就

像进出公园一样， 自由自在， 因

为他们是主人。

记者： 图书馆如何去除建筑

之门、 制度之门和读者的心理

之门？

颜务林： 图书馆不仅有有

形的建筑门， 还有无形的制度

门。 我们不但要去除有形的建

筑门， 还要去掉无形的制度门。

国内公共图书馆 （港澳台例外）

读者办证要收取押金就是制度门的

一例。 近年来， 在政府的要求下，

免费办证在全国推行。 但是， 收取押金

的做法依然如故， 理由是防止读者有借无

还， 实则是对读者的不信任。 公共图书馆

免押金办证是国际上的普遍做法， 国内图

书馆要主动同国际接轨。

平民百姓对图书馆之门是有心理阻隔

的。 中国公共图书馆的精英化情结向来很

重。 近代公共图书馆声称向社会开放， 但

是， 真正走进图书馆的人多为社会文化

人， 底层大众很少去图书馆。 直到现在，

这种心理阻隔也未完全消除。 国内市民公

共图书馆持证率仅为1%至2%， 与西方发

达国家差距甚远。 平民化是公共图书馆的

根本出路。 实现公共图书馆平民化， 要敞

开大门， 去除百姓对图书馆的心理阻隔，

让百姓心情放松地、 自由自在地进出图书

馆。

记者： 无门图书馆可以在哪些地方推

广？

颜务林： 没有足够的社会诚信， 无门

图书馆是不可以实施的。 要在全社会全面

实施无门图书馆， 我认为条件还不成熟，

为时过早。 但是， 宁波鄞州高级中学无门

图书馆的成功实践告诉我们， 在中小学实

施无门图书馆是完全可行的， 也是完全值

得推广的。

中小学可以实施无门图书馆， 基础是

读者的诚信有保障。 中小学图书馆一般设

在学校内， 学校是教书育人的地方， 读者

主体是教师和学生。 师生的行为受到严格

约束， 诚信相对有保障。

记者： 无门图书馆在诚信教育、 管理

成本控制方面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颜务林： 中小学图书馆与学生不仅是

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 而且是教育与被教

育的关系。 图书馆既是服务方， 也是教育

方； 学生既是被服务者， 也是受教育者。

对学生来说， 无门图书馆不仅更加方便，

而且还是接受诚信教育的好地方。

同时， 无门图书馆还可以节约管理成

本。 当下图书馆为防图书失窃， 投入不少

人力、 物力和财力。 几年前， 我参观了一

次大型的图书馆设备和设施展览会， 会

上， 有众多的国内外图书馆设备商家参

展， 各种图书馆设备设施非常丰富。 我发

现， 几乎所有的设备设施， 国外商家都比

国内商家略胜一筹， 唯独防盗设施设备例

外， 国内的胜于国外。 起初有点欣慰， 后

来仔细一想， 其实是人家不需要那么加强

防盗。

校园图书馆“无门”挑战

■本报记者 史望颖

一座普通高中图书馆， 不设大门， 没有关门时限， 学生什么时候借书、 什么时候归还， 全部自助。 这个图书

馆为什么不设大门？ 完全开放的过程中遇到过怎样的挑战？ 产生了怎样的改变？ 无门图书馆的模式可以推广吗？

近日， 记者走进了浙江省宁波市鄞州高级中学图书馆， 对此一探究竟。

不设馆门初衷何在

4月的一个午后， 在宁波鄞州

高级中学图书馆的社会科学阅览大

厅内， 该校2011级 （3） 班学生顾

力在图书馆挑选了《围棋少女》 这

本书， 他将校园一卡通放在读卡器

上刷了一下， 然后扫描了图书的条

形码， 于是整个借书过程就完成

了。 “我喜欢看棋类、 侦探方面的

书， 大概两三周左右借一本。 我们

学校图书馆借书都是采取自助， 非

常方便。” 顾力说。

鄞州高级中学图书馆位于校园

中央一幢12层的大楼内， 占据4、

5、 7、 8四层， 面积约3000平方

米， 大楼有门， 图书馆无门。

图书馆入口处悬挂着该校毕业

生赠给图书馆的书法字幅： “道之

以法， 齐之以礼， 有耻且格”。 墙

上也贴着标语： “图书馆无门， 我

把诚信门”、 “尊重规则是对自我

的尊重” ……

走进图书馆， 放眼望去， 视野

很开阔。 书柜是四面可取式的， 上

面摆放着一排排整齐的书籍， 看书

区除了干净的木质桌椅， 还有随处可

见的布艺沙发。 偌大的图书大厅， 一

些学生或坐或站， 安静地翻阅书籍，

还有一些学生在外借台自助办理借阅

手续。

这就是鄞州高级中学图书馆， 没

有门， 没有进出要刷的磁条， 没有摄

像头， 没有任何监控设备， 没有关门

时限。

为什么要打造这样与众不同的图

书馆？ “初衷就是为了解决阅读缺失

的问题。” 该校首任校长王贤明说。

鄞州高级中学的历史并不长， 创

办于2004年。 2006年10月， 该校图

书馆大楼刚落成， 王贤明就办起了

“完全开放的图书馆”， 并聘请宁波大

学图书馆原采编部主任瞿嘉福担任馆

长。

在王贤明看来， 图书馆最重要的

一点， 是要激发学生借阅的兴趣。 他

认为， 学生不愿意主动到图书馆借书

的原因在于： 空间上， 距离远； 时间

上， 限制严； 方法上， 手续繁。 “为

了解决这三个难题， 学校决定去除所

有会影响学生阅读积极性的障碍。”

王贤明说， “不设门， 让学生在心理

上有亲近感； 不限时， 让学生自由选

择借阅的时间； 去掉烦琐的借还手

续， 让学生自己自助刷卡办理。”

那么， “完全开放的图书馆”

效果如何呢？

瞿嘉福告诉记者， 经过几

年实践， 学校的借阅量大大

提升， 2009年生均借阅5册，

2010年生均借阅8册， 2011

年生均借阅达到了12册，

同时图书流通量达到12万

册。 “我们是真的爱上了

阅读。” 顾力说。

如今， 在该校现任

校长杜仕海的眼里， 学

校最美的场景就是学生

在安静的图书馆里挑

选 自 己 喜 欢 的 书 ，

“就像阿根廷作家博尔

赫斯说的那样， ‘天

堂应该就是图书馆的

样子’。” 杜仕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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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门图书馆改变了什么

“我想把图书馆建成读书馆，

我把一个读书人的梦想托付给大家

了。” 这是在图书馆开馆那天， 王

贤明对学生们说的话。

让王贤明欣慰的是， 学生们延

续了他的梦想。

鄞州高级中学2009级 （11）

班毕业生周涛， 现就读于河南大学

教育学专业， 在校3年曾借阅图书

192册。 他说， 图书馆没有门， 那

些书就在那里， 好像都是我的， 我

就会忍不住去亲近它们， 我如饥似

渴地阅读， 在开拓知识面的同时养

成了爱读书的习惯。 “印象最深的

是放中国现代小说的那个角落， 阳

光好， 又没人打扰， 我捧着一本书

一坐就是一下午， 那是我最好的时

光。” 周涛说。

而对于2007级学生戎恺凯而

言， 无门图书馆不仅以最便利的方

式让他获得了知识， 潜移默化地向

他灌输了自由、自律的学习理念，更

重要的是让他逐步养成了自主学习

的习惯。“我现在在南京师范大学学

习， 这种习惯对我大学阶段的学习

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 ”戎恺凯说。

2007级学生范思师现就读于

浙江工商大学， 她谈起母校的图

书馆时总是很骄傲： “我们学校

的图书馆不设大门！” 在范思师看

来， 无门图书馆让学校和学生之

间建立了一种相互尊重、 相互信

任的关系 。 就像王贤明所说，

“我们的图书馆与别的图书馆相

比， 面积不是最大的， 装饰不是

最豪华的， 但是却是最有人情味

儿的一个地方， 她信任你， 愿意

把知识的大门为你敞开， 只要你

也愿意温柔地待她”。

有一件事让范思师记忆犹新。

“我高三那年， 王贤明校长做了一

个国旗下的讲话。 他说， 我们在

检查中发现一小部分图书竟然有

损坏的现象， 说到这里时， 校长

竟潸然泪下。 为一本书而

落泪， 似乎有些可笑， 但

却永远印刻在了我们每一

个学生的心中。”

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

是学校每一位教师的共识。

该校语文老师楼一家说 ：

“有门的图书馆， 会让部分同

学觉得麻烦， 图书馆把大门敞

开以后， 引起了同学们对阅读的

一种自发的兴趣， 学生的阅读量

都有了很大的提升。”

“无门图书馆还成了学校课程建

设的支撑性平台。” 该校副校长张全

民告诉记者， 学校艺术、 兴趣特长选

修课的开设， 英语文化节、 读书节、

科普节等文化活动的开展都需要图书

馆的支撑。 学生在课程结束后或开展

有关活动时， 都能在图书馆找到相关

的书籍提升阅读， 加强自主探究。 张

全民说， 如果没有图书馆， 很多课程

构建都会变成空中楼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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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门图书馆不仅以最便利的方式让学生获得了知识， 潜移默化地向学生灌输了自由、

自律的学习理念， 更重要的是让学生逐步养成了自主学习的习惯。

选书

看书

自助借阅

（图片由鄞州高级中学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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