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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图书馆入藏、借阅数据对文学出版的启示 

阎循蓉1）    秦艳华2）    王元欣3）

1）宜春市图书馆，336099，江西宜春；2）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100875，北京；3）北京印

刷学院新闻出版学院，102600，北京

摘  要  文章根据宜春学院图书馆2016—2020年文学类图书入藏与借阅数据，分析文

学类图书的馆藏地位及借阅情况，对面向高校图书馆市场的文学出版提出建议，以实

现出版机构与高校图书馆的合作共赢，满足高校师生不断增长的文学阅读需求。

关键词  高校图书馆；文学类图书；入藏量；借阅量；文学出版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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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项目：本研究成果为国家新闻出版署出版业科技与

标准重点实验室“出版业用户行为大数据分析与应用重点

实验室”阶段性研究成果。

高校图书馆是我国图书馆系统的重要组成部

分，也是文学类图书的重要分销市场。2016—

2020年，文学类图书连续5年位居全国高校图书馆

码洋排行榜榜首 [1]。目前，全国共有2 738所普通

高等学校，庞大的高校图书馆市场值得文学出版

机构高度关注。本文以宜春学院图书馆为例，通

过分析文学类图书的入藏数据、借阅数据，为面

向高校图书馆市场的文学类图书出版提出建议，

以实现出版机构和高校图书馆的合作共赢，最大

程度地满足高校师生的文学阅读需求。

1  宜春学院图书馆文学类图书入藏情况

宜春学院是江西省一所地市级普通高等院

校，创办于1958年，专业覆盖文、经、管、法、

理、工、农、医、教育、艺术等多个学科领域。截

至2021年7月，宜春学院图书馆拥有纸质图书198

万册，电子图书146万册，中外文数据库27个 [2]。

通过分析2016—2020年宜春学院图书馆纸质图书

入藏数据发现，该馆纸质图书入藏量呈现逐年递

减趋势，文学类图书入藏量降幅明显。

1.1  码洋份额不大

如表1所示，2016—2020年宜春学院图书

馆纸质图书采购码洋呈逐年下降趋势，年均降

幅达32.4%；2017年文学类图书份额最高，占比

11.45%，其余年份占比均低于10%。宜春学院由

师范、医学、农学等专科学校合并而成，学科背

景较为复杂，特色专业集中于生物工程、农学、

医学等领域，该校图书馆承担着服务教学科研的

职责，馆藏有所侧重，采购经费会向优势专业倾

斜，因此文学类图书份额不大。

表1  2016—2020年宜春学院图书馆纸质图书变化情况   
  单位：元

年份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总码洋/元 5 967 181 3 472 096 3 155 325 2 305 144 1 112 627

文学类图
书、元

514 569 397 524 270 327 209 410 35 385

占比/% 8.62 11.45 8.57 9.08 3.21

1.2  入藏量逐年下降

如表2所示，2016—2020年宜春学院图书馆

纸质图书总入藏量逐年下降，5年间下降幅度达

85%；哲学、宗教类，文学类、历史、地理类，

天文学、地球科学类，农业科学类，航空、航天

类，综合性图书类这7类图书的入藏量逐年下降，

其中文学类图书入藏量5年间下降幅度达94.26%，

降幅明显。

DOI：10.16510/j.cnki.kjycb.20211008.020    网络首发时间：2021-10-11 12:4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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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2016—2020年入藏量变化情况

年份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总入藏量/册 103 123 60 744 45 712 42 373 15 611

文学类图书
入藏量/册

11 752 10 098 5 807 4 452 674

占比/% 11.40 16.62 12.70 10.51 4.32

1.3  新书入藏占比偏低

2016—2020年宜春学院图书馆文学类图书

借阅量排名前200位的图书中，未出现2019年和

2020年出版的图书，88%的图书（176种）都是

2016年之前出版的，这与该馆近两年文学类图书

入藏量大幅下降存在直接关联。此外，2020年新

冠肺炎疫情严重影响了图书出版、物流等多个环

节，导致该馆近两年文学类新书采购率和上架率

都处于较低水平。

1.4  入藏图书集中于少数大社

2016—2020年宜春学院图书馆图书借阅量排名

前200位的图书所属出版社共计80家，其中排名前

15位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占比超过50%，说明该馆图

书采购来源及读者选择集中度较高。借阅量排名前

200位的文学类图书中，所属出版社共计68家，其中

排名前10位的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占比高达72%，如

图1所示，仅上海译文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北

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图书占比就已逾两成。

2  宜春学院图书馆文学类图书借阅情况

2.1  借阅入藏比连续5年高于均值

入藏量指的是图书馆通过购入或非购入方式获

取的、经分编典藏后可供读者借阅的图书数量 [3]。

如表3所示，2016—2020年宜春学院图书馆文学

类图书连续5年进入借阅入藏比前三位，2017年和

2019年更是位居榜首，且5年来该比值均显著高于

平均借阅入藏比。其他借阅入藏比较高的图书类

别还有语言、文字类，数理科学和化学类，通过

分析借阅书目数据可发现，这两类图书中借阅数

量最多的是实用性工具书，多为学生出于学业压

力而阅读的图书。相对而言，文学类图书往往是

读者凭借阅读兴趣而主动选择借阅的图书类别。

2.2  借阅次数5年累计值最高

2016—2020年宜春学院图书馆所藏各类图

书中，文学类图书连续5年年均借阅次数最高。分

析5年间该馆各类图书借阅次数前200名的书目数

据，有170种图书属于文学类，占比85%；10种图

书属于语言文字类，占比5%；8种图书属于历史

地理类，占比4%；5种图书属于数理科学和化学

类，占比2.5%；3种图书属于哲学、宗教类，占比

1.5%；1种图书属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

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类；1种图书属于社会科学总

论类；1种图书属于政治、法律类；1种图书属于

文化、科学、教育、体育类。其他类别图书的借

阅量均未进入前200位。由此可见，该馆文学类图

书的借阅量远远高于其他类别图书的借阅量，文

学类图书是该馆读者的主要借阅对象。

2.3  跨越性别与学科差异而受到普遍欢迎

分析2016—2020年宜春学院图书馆借阅数量

表3  2016—2020年借阅入藏比排名前三位的图书类别

2016年
借阅入藏比

/%
2017年

借阅入藏比
/%

2018年
借阅入藏比

/%
2019年

借阅入藏比
/%

2020年
借阅入藏比

/%

语言、文字类 8.53 文学类 3.47 语言、文字类 7.98 文学类 6.68 军事类 66

文学类 2.89 语言、文字类 2.68 文学类 5.95
数理科学和化

学类
3.35

数理科学和化
学类

32.97

艺术类 2.54
数理科学和化

学类
2.48

数理科学和化
学类

3.61 语言、文字类 3.31 文学类 14.65

平均借阅入
藏比

0.93 — 1.43 — 1.77 — 1.67 —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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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1 000名读者的65 533条借阅记录，其中文学类

图书借阅记录28 204条，占比高达43%，远超其他

类别图书；男性读者共有37 327条借阅记录，其

中文学类图书借阅记录11 915条，占比31.92%；

女性读者共有57 796条借阅记录，其中文学类图

书借阅记录29 319条，占比50.73%。总体来看，

5年来该馆文学类图书受到男性读者和女性读者

的普遍欢迎，但女性读者的文学类图书借阅量更

高。在借阅量排名前100位的读者中，平均每名女

性读者比男性读者多借阅图书20.47本，平均多借

阅文学类图书17.40本。

图书借阅偏好与读者的学科背景息息相关。

如表4所示，根据2016—2020年宜春学院各学院

借阅数量前500名读者的借阅记录可知，各学院读

者的文学类图书借阅记录占比在20.12%至67.92%

之间，占比最高的是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占比

最低的是物理科学与工程技术学院。通过分析

2016—2020年宜春学院各学院读者对学科图书的

借阅记录可发现，物理科学与工程技术学院有705

条数理科学和化学类图书借阅记录；化学与生物工

程学院有487条数理科学和化学类图书借阅记录；

医学院有242条医药、卫生类图书借阅记录；美容

医学院有48条医药、卫生类图书借阅记录；生命科

学与资源环境学院有11条环境科学、安全科学类图

书借阅记录；经济与管理学院有771条经济类图书

借阅记录，这些学院的读者的学科图书借阅量均低

于文学类图书借阅量。由此可见，文学类图书是可

以跨越学科差异受到读者普遍欢迎的图书类别。

2.4  现当代文学精品借阅率高

在2016—2020年宜春学院图书馆借阅数量

排名前200位的文学类图书中，中国文学类图书

共112种，外国文学类图书共88种，分别占56%和

44%。然而，数量相对较少的外国文学类图书的

平均借阅率（14.42%）却高于数量相对较多的中

国文学类图书的平均借阅率（12.79%）。外国文

学类图书中，日本作家的作品在借阅数量和平均

借阅率方面表现最好，尤其是东野圭吾的悬疑推

理类小说受到广泛欢迎，共有12种作品入榜。中

国文学类图书中，现当代文学精品的借阅量占比

最高，古代文学著作的借阅量占比较低。三毛、

张爱玲、余华、莫言、路遥等现当代作家最受读

者欢迎，如表5所示。

表5  2016—2020年宜春学院图书馆文学类图书作者作
品借阅量前5位信息

排名 作家 作品上榜数量

1 三毛 17

2 东野圭吾 12

3 张爱玲 10

4

村上春树

7毛姆

余华

表4  2016—2020年宜春学院各学院借阅量前500名读者的借阅记录统计

排序 学院名称 借阅记录/条 文学类图书记录/条 文学类图书借阅占比/%

1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14 918 10 132 67.92

2 美容医学院 256 148 57.81

3 生命科学与资源环境 4 034 1 696 42.04

4 政法学院 3 870 1 532 39.59

5 经济与管理学院 4 872 1 907 39.14

6 外国语学院 4 988 1 882 37.73

7 医学院 1 501 516 34.38

8 化学与生物工程学院 3 701 1 236 33.40

9 物理科学与工程技术学院 4 444 894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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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作家 作品上榜数量

5
莫言

5
路遥

3  面向高校图书馆市场的文学出版建议

3.1  提高内容质量，打造文学精品

所谓精品，就是那些“思想精深、艺术精

湛、制作精良”的经典之作，要有历久弥新的思

想价值和文化魅力。高校图书馆借阅数据可直接

反映读者的阅读偏好。分析宜春学院图书馆的借

阅数据可以发现，读者对于经典作品、文学精品

具有浓厚的阅读兴趣。该馆馆藏图书的品牌出版

机构集中度较高，2016—2020年借阅量前200位

的文学类图书中，仅上海译文出版社和人民文学

出版社两家出版机构的图书就已占该馆文学类图

书入藏量的30%。这表明高校图书馆重视文学类

图书馆藏的内容质量，对于品牌出版机构的图书

的接受度更强。因此，出版机构应深入研究高校

师生的知识结构、阅读偏好，提高品牌意识，打

造既富有时代精神又具有“经典”意义的文学图

书精品，更好地服务新时代高校师生，赢得高校

图书馆市场。

3.2  实现复合出版，满足市场需求

近年来，各类图书馆为了顺应数字阅读趋

势，满足读者数字阅读需求，不断增加电子书的

入藏比例，采购经费已经与纸质书平分秋色，还

有继续上扬的趋势 [4]。2016—2020年宜春学院图

书馆的馆藏情况变化顺应了这个趋势。

在高校图书馆压缩文学类图书入藏量的趋

势下，价格更低的电子书、有声书等文学类新媒

体产品迎来新的机遇。“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

时而制”。出版机构应顺应时代需求，对精品出

版、知识生产、文学阅读进行跨界融合创新，推

动文学类新媒体产品进入高校图书馆，满足高校

读者的阅读需求。

3.3  加强信息交流，实现合作共赢

相较于专业性图书，文学类图书在高校图书

馆的借阅量更大、传播范围更广。出版机构应创

新经营思维，搭建出版机构与高校图书馆的信息

交流平台，及时向高校图书馆提供文学类新书书

目，并获取高校图书馆文学类图书的借阅数据，

分析高校图书馆读者的阅读兴趣，策划出版更符

合高校图书馆读者需求的文学类图书。

4  结语

文学类图书属于大众出版类型，拥有众多读

者，高校师生更是文学类图书的重要阅读群体。高

校图书馆文学类图书入藏与借阅数据所反映出的高

校师生对文学类图书的需求情况，为出版社优化选

题结构，提高产品质量，做好文学类图书的出版提

供了重要参照。出版机构与高校图书馆的深度合

作，能够让更多的文学类精品图书进入高校图书馆

藏，最大程度满足高校师生的阅读需求，也能为出

版社创造更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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