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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角图等你，共享阅读之美
北京角楼图书馆社会化运营的实践与思考
□左堃（北京市东城区图书馆）
2017 年10月，角楼图书馆开馆。 至2022年8月，到馆读者30万人次，组织活动1316场，参与者15万人次。
2018 年，角楼图书馆被评为“十佳优读空间”、北京“优秀阅读推广机构”。 2019年，《角楼图书馆：新时代的文化
空间》案例，荣获中国图书馆学会创新一等奖。 2020年和2021年，连续荣登两届北京网红打卡地榜单。 国务院副总理孙
春兰，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市长陈吉宁等领导曾莅临角图视察。
角楼图书馆，是一个新馆、小馆，能成为彰显北京文化的新地标，其社会化运营、专业化引领功不可没。

从角楼到角楼图书馆
角楼， 是中国古代城垣建筑
中的辅助性单体建筑物， 因设于
城郭建筑的棱角转弯处， 故名角
楼。北京外城东南角楼，俗称左安
门角楼，建于明嘉靖年间，因上世
纪二三十年代坍塌， 于五十年代
拆除了城台、城墙。 2012年，北京
市政府将其作为历史文化名城标
志性景观立项修复，2016年竣工。
如何利用角楼， 使其在传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发挥公共文
化空间的作用， 得到了政府、学
者、社会公众的高度关注。结合角
楼建筑特点、周边人文环境，以及
北京市东城区创建国家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示范区， 作为东城区图
书馆直属分馆的角楼图书馆，以
创新思维、文化自觉，开始服务于
社会公众。
1.空间特色。 角楼图书馆面
积1160 平方米，一层为文化活动
及展览区，二层为阅览区，50余席
座位，三层是露天城台，用于辅助
阅览区和文化活动区。
2.文献特色。 重点入藏北京
地方文献图书近万册、 报纸30余
种、期刊100余种，及受读者欢迎
的热门书、低幼绘本读物。
3.活动特色。围绕北京的人、
物、事，整合文献、文化资源，借
助展览、讲座、培训、诵读等形
式，融入“阅北京、读东城、品书
香”理念，铸造文化品牌，唤醒老
北京记忆。
4.活化利用。 探索创新“活
化”保护文物新模式，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
传承保护好北京历史文
化遗产这一‘金名片’” 的部署，
将其转型为公共文化服务载体。
5. 文化社区。 与读书会、书
店、出版社、妇联等机构合作，搭
建一个开放、共创、共享的社会化
运营平台，营造阅读生态圈，实现
资源共享、运营众包、内容众创和
价值提升。
6.情感纽带。以文献 、展览、
主题活动、媒体传播等内容，激发
读者情感共鸣，唤醒古都记忆，寄
托北京乡愁。
7.技术赋能。 通过互联网工
具和平台，再造工作流程。以技术
获取每场活动的多维数据支撑，
通过高效的线上线下数据反馈、
分析机制，评估效果，关注读者体
验，提升服务质量。
8. 有效传播。 利用微博、微
信、头条号、直播等新媒体手段和
渠道，加工、重组、包装、传播与北
京特色书籍有关的内容，推出“
角

“
角图荐书”栏目，使传播
图悦读”
内容特色化、主题化、标签化。
角楼图书馆的落成， 时值实
施 《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公共
图书馆法》，也时值东城区完善国
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建
设，两法与示范区标准，都有社会
化运营的表述。 特别是在示范区
创建标准中， 明确要求建立健全
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
务机制， 促进公共文化服务提供
主体和提供方式多元化。 现实层
面， 公共图书馆也存在着社会化
运营的需求。 一是新建图书馆不
能增加编制， 二是需要提升图书
馆服务效能， 三是数字时代需要
图书馆服务转型。 基于政策背景
与现实需要， 经当时的东城区文
化委、图书馆多方调研、比较，优
和时光文化公司承接了角楼图书
馆的阅读推广项目， 公司与图书
馆共同拟定了运营方案， 开始了
服务于社会公众的书香之旅。

社会化运营内容与成效
1.社会征名，赢得大众关注。
新馆开馆前，为营造氛围，图书馆
通过媒体向社会广泛征集馆名，
并邀请文化学者赵书等人担任评
委，确定馆名“
角楼图书馆”。
2.常规服务，发挥公益作用。
角楼图书馆全年无闭馆日， 每周
开放7天，周五延时至22点，每周
开馆67小时， 面对所有公众零门
槛开放。以读者为中心，并将其落
实到吸引读者、方便读者，满足读
者文献需求、 文化需求的具体行
动之中。
3.文化活动，提升服务品质。
追求效能，建立管理系统。优和时
光文化公司对文化活动的构成要
素、流程进行了梳理和优化，建立
了活动运营管理系统， 涉及活动
选题策划与分工、宣传与预告、预
约报名、到馆签到与导读导流、意
见反馈、数据统计、活动回顾、新
媒体传播等环节， 为活动的开展
提供了平台支撑和技术保障。

久久为功，铸造阅读品牌。五
年来，“北京会客厅”“非遗52日”
深入人心，
“
来角图过中国节”
“
老
外爱北京” 口耳相传，
“角图星空
电影院”
“角图奇妙夜”一票难求，
正所谓“
倚楼傍水品北京，读书畅
谈享人生”。 而
“角图听书”
“
大有
科为”，讲的又不仅仅是“天棚鱼
缸石榴树、 先生肥狗胖丫头”，它
带动了读者翻书查史， 寻找更多
的北京记忆。
四大板块，彰显北京特色。一
是阅读北京：20家读书会入驻，每
年围绕北京专题， 组织读书活动
50 余场；二是聆听北京：“北京的
声音”老物件展、
“
生命的印记”北
京城门城墙展、国学吟诵课堂、古
琴欣赏、经典诵读等活动，传承老
北京的文化；三是艺术北京：摄影
展、美术展、剪纸、兔爷、纸戏剧、
插花等活动， 展现出北京历史文
化的深厚底蕴； 四是品味北京：
“明清北京城门风景”油画展、
“京
门旧影”画展、“南城叫卖”，冰糖
葫芦、艾窝窝、年糕等北京小吃制
作体验等活动， 让读者从中感受
到北京文化美妙而悠长的韵味。
多方合作，营造阅读氛围。一
是名家代言， 放大品牌效应：8位
文化名家担任阅读代言人， 包括
BTV 主持人阿龙、李向显，北京
电台主持人大铭， 京味儿作家刘
一达、崔岱远，故宫文物修复专家
王津。二是强强联手，实现资源增
值：与数十家文化单位合作，打造
阅读推广活动矩阵， 实现资源利
用最大化。 与北京美术摄影出版
社邀请8位京味儿文化作家，推出
《京腔京味话北京》系列；在老舍
诞辰120周年，与中国老舍研究会
推出“走近老舍，读懂北京”系列
讲座；与区妇联联合推出
“家庭领
读人计划”，面向社会招募60位学
员， 毕业后在社区举办了41场读
书会， 并在角图领读； 在2019年
“世界读书日”，与博物馆推出
“
读
城行动”，走访了天坛、茅盾故居、
史家胡同、万春亭、中国现代文学
馆、郭沫若故居、鲁迅博物馆等，

参与者皆呼过瘾。
媒体传播，聚集忠实粉丝。坚
持周周更新图书馆微信公众号，
日日更新微博和今日头条。 五年
发文1500余篇，37万人次阅读，粉
丝16700 人。 推出
“
角图早读”，将
北京历史文化知识广泛传播。 而
每周网络直播， 使粉丝足不出户
聆听到名家讲座。 角图还接待参
观114 次1803人， 其中丹麦、德
国、加拿大等文化人士350余人。

思考：持续性社会化
运营角楼图书馆
从角楼到角楼图书馆的成功
嬗变， 完成了古物活化利用第一
层级目标， 然而角楼图书馆的可
持续发展，依然任重道远。
现在角图人员的构成是：区图
书馆方3人， 优和时光文化公司4
人，保安、保洁各3人，共13人。 2022
年，位于幸福大街的东城区图书馆
新馆开放后， 区图书馆3人需进入
新馆工作。 下一步，角楼图书馆还
需要增加办证，外借图书、期刊服
务。 因为人减活儿增，所以社会化
运营团队的力量就明显弱了。如何
做到可持续？ 需要行业主管部门、
图书馆、社会化运营团队、专家学
者的共同研究，大胆实践。
1.完善制度，方能持续发展。
政策的完善是获得可持续发
展的基础。 2022年7月，东城区文
旅局、财政局举办《东城区公共文
化设施社会化运营全过程管理办
法》发布会，出台《北京市东城区
公共文化设施社会化运营指导意
见 （试行）》、《东城区公共文化设
施社会化运营机制建设“
1+6”制
度体系》，在社会化运营机制体制
建设上加强前瞻性思考、 全局性
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
以系统化思维引领公共文化设施
社会化运营创新发展实践， 是从
政府层面加强社会化运营公共文
化机构的顶层设计， 为图书馆社
会化运营提供了可持续性实践的
依据。

2.专业引领，持续发展保障。
图书馆专业化的成功取决于
图书馆员的专业化。然而，角图的
社会化运营团队并没有从事过图
书馆工作。 但这并不能说明这个
团队没有优势。他们的优势，常常
是政府直管图书馆缺少的。 事实
上， 社会化运营角图团队的人员
素养很高，擅长活动策划、组织、
营销，文笔很好，他们知道如何利
用现代传媒与优质服务， 赢得社
会公众的好评。然而，即使是这样
一个团队， 同样需要图书馆专业
化的引领， 可以表现为政府直管
的图书馆系统对社会化运营团队
的理念灌输、 服务规范打造、培
训、监管、评估，体现在共同操作
中的言传身教。
3.控制成本，持续发展可能。
社会化运营公共图书馆的起
因有多种， 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
较快， 新建馆不能增加编制是其
一， 二是出于节约财政经费的考
虑，三是事业单位机制僵化，用人
成本高。 日本公共图书馆社会化
运营30余年，根据有关报告，社会
化运营的费用仅为政府直管费用
的50%到80%。
2018 年，角楼图书馆组织文
化活动300场，政府支付社会化运
营公司190万元。 2019-2022年，
每年组织文化活动200场，每年政
府支付经费121万元。虽下调了活
动数量，但追捧度仍然很高。运营
成本降低了，才能可持续发展。
4.团队成长，持续发展能力。
美国上世纪80年代开始对一
些图书馆进行社会化运营， 提出
社会化运营图书馆的团队应该具
有四个方面的品质： 一是要具有
创新与灵活的企业运作方式，二
是要具有信息服务与自动化技术
的专业背景， 三是要具有以读者
为中心的服务与发展理念， 四是
要具有较为强烈的推动图书馆事
业发展的社会责任。
为此， 社会化运营团队要明
确自己长期从事图书馆业务的战
略规划， 要有针对员工长期培养
与培训的计划， 要拥有从事图书
馆全流程业务工作的骨干。
图书馆社会化运营了，图书
馆员做什么？ 这是不少人的疑
问。 在美国，图书馆员可以多种
方式参与到外包过程中。 馆员和
承接公司积极配合，读者会比以
前获得更多资源和服务。 事实上
角楼图书馆取得的成绩，本身就
有图书馆员的辛勤付出。 没有双
方的共同努力 ， 角图不会有今
天的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