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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如今,为了能够更好地增强国民素质,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重视公共图书馆作用的发挥是
非常有必要的。公共图书馆中藏有丰富的文化资源,以供国民阅览和学习。随着人们文化意识的逐渐提
升,公共图书馆总分馆制的建设非常迫切,其能够给人们提供更好地服务,促进文化的更好普及,国民科学
文化素养的更好提升,对于提升我国综合实力、推动我国文化持续、健康发展非常有利。本文主要对公
共图书馆总分馆制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进行研究与讨论,通过对其概念及内涵的分析与掌握,了解建设公
共图书馆总分馆制的主要形式与内容,从而提出更加切实可行、行之有效的推动图书馆总分馆制可持续
发展的具体策略与方法,促进总分馆制下公共图书馆的文化作用与价值得以更好发挥与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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