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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图书馆文库建设的探索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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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 意义］针对中国高校文库建设中存在的“主题笼统、重仓储、服务单一”等问题，提出一种以弘
扬学术精神为视角的大学文库建设新思路，旨在突破目前中国高校普遍将文库建成书库的局限。［方法 / 过程］
以上海交通大学（ 简称“交大”） 图书馆的文库建设为例进行阐述。交大文库采用“库区 + 展区”的建设模式，以
“弘扬学术精神”为主题，以“学人、学术、学风”为主线，围绕“办学、教学、科研与人才培养”等学校核心活动细
分主题，设计了“兴学强邦、名师硕儒、钟灵毓秀、学术翘楚”4 个展区，展示交大的学术成果，并深入挖掘和展示
学术成果的内涵和价值，展现出交大学术精神的传承与发展脉络。［结果 / 结论］该思路突破了目前中国高校文
库过于侧重存储功能的局限，重点设计展区，能有效支持文库文化育人功能的实现，可为中国高校文库建设提
供借鉴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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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文库诞生于 20 世纪 80 年代的中国，是高校

中国高校图书馆文库建设的重要方向。
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目前正在建设实体交大 文

图书馆收藏与展示本校师生员工及校友的论著与其他
学术成果的专藏，对展示大学的学术成果与研究实力，

库。如何在文库建设思路上进行突破，建成创意独特、

弘扬大学精神和文化传统具有重要的意义。大学文库

立意深远、意境高雅、特色鲜明的文库，是交大文库建

是中国高校图书馆发展进程中出现的一个具有中国特

设工作组深入思考的问题。在对中国高校文库建设现

色的专有名词，与近年来国内外兴起的机构知识库建

状进行深入调研的基础上，上海交大图书馆针对“目前

设一样，属于高校图书馆进行本校原创性的智力成果

中国大部分高校的实体文库成为书库”的弊端，提出了

的收集、保存和开发利用的重要举措。文库侧重于收

一种以“弘扬学术精神”为主题的大学文库建设新思

集著作，而机构知识库侧重于收藏数字化论文。尽管

路。该思路采用“库区 + 展区”的建设模式，围绕“办

目前文库和机构库收藏的文献类型各有侧重，存在的

学、
教学、科研与人才培养”等学校核心活动细分主题，

形式和服务方式也不尽相同，但从未来发展趋势上看，

设计了四大展区，并深入挖掘展品内涵，浓缩再现了交

两者将会逐渐融合在一起，形成多种文献类型兼备、实

大的学人风采、卓越的学术成就和优良的学风，能有效

体与虚拟共存、收藏与利用并重的综合知识库。

支持文库“彰前贤而励后学”的文化育人功能的实现。

从中国高校文库类型来看，大学文库有实体和数
字之分。大多数高校都是先建立实体文库，然后再逐
步推出数字文库，作为实体文库的有效延伸和拓展。

大学文库建设与研究进展

1
1． 1

建设与研究进展概述

实体文库由于具有“直观具体、情境生动”等特点，更

1987 年，国家教委颁发《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

能给参观者留下深刻印象。因此，建设具有本校鲜明

程》，要求图书馆在文献采访中注意收藏本校的出版物

特色的实体文库，在设计和装修上推陈出新，是近年来

和本校著者的学术文献

［1］

。同年，中国人民大学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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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率先响应国家教委号召，建立了“人大文库”，掀开

果，传承学术传统，弘扬大学精神，发挥彰前贤而励后

了中国高校文库建设的序幕。此后，北京大学、浙江大

学的文化育人功能”。的确，这是我国大学文库建设的

学、复旦大学等国内著名高校均陆续建立了以收藏本

初衷与宗旨。但在建设实践中，除了少数一流高校外，

校教职工及校友著作为主的文库。

大多数高校图书馆的文库设计并没有很好地实现这一

2003 年，
全国首届高校文库工作研讨会会议召开，

主题与功能。换言之，由于主题过于笼统，没有从学校

全国 22 所高校文库工作者及主管领导参会，对大学文

教学、科研、人才培养等角度细分主题，因而使得文库

库建设的诸方面工作进行了研讨，并发布《关于加强全

设计不能很好地支持主题与功能的实现。目前，大多

［2］

国高校文库建设的倡议书》 。此次会议大力推动了文

数大学的文库成为了储存本校师生员工及校友论著的

库的建设及理论研究的开展。2003 年后的相关研究主

书库。至于这个书库如何传承学术传统，如何弘扬大

要以案例的形式，
对国内早期建设的一批高校文库的功

学精神，未做深入思考与设计部署，导致文库与文库主

能定位、文献征集方法、管理与服务模式等具体问题进

题之间的关联性存在一定程度的缺失，文库功能受到

行介绍与探讨。如陶世夫介绍了中国人民大学文库的

限制。

［3］

征集、
宣传与管理方式

； 周家珍介绍了北京大学文库

［4］

1． 2． 2

重在仓储，陈展不足

国内绝大多数高校图书

。2007 年，
第二届全国高校文

馆的文库都非常注重藏品的数量。通过征集、馆藏调

库工作研讨会召开，来自近 30 所高校图书馆的代表就

拨、
购买等手段，千方百计充实文库藏品。经过多年的

文库的建设进程、
发展规划以及在文库建设进程中遇到

积累，部分大学文库的藏品数量达到了万册以上。数

的建设途径和服务方式

［5］

，
进一步推动了高校文库的建设和

量庞大的著述济济一堂，的确给人一种邺架巍峨的印

研究进展。此后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库数据库与

象，
但是不能让人震撼。究其原因，在于除了少数文库

文库网站建设等方面。如贾芳介绍了中国人民大学文

设计了一定的陈展功能外，大部分文库只发挥了文献

的困难进行了研讨

［6］

库数据库建设的内容与存在的问题

； 韦庆媛以清华文

库网页设计为例，
对文库网页栏目设计的原则进行了研
［7］

究

。近年来的研究热点除了继续文库数字化研究外，
［8］

还包括文库的多元模式发展

［9］

、发展策略

等主题，但

鲜见有关大学文库的建设思路的研究。

仓储的功能，忽视了展示文献内涵和文献背后的故事。
换句通俗的话说，用户只看到了文库里有这么多的著
述，至于著述里的内涵和故事，由于缺乏对文献进行挖
掘、分析与提炼，因此概莫能知。
1． 2． 3

服务单一，人气不足

笔者在实地参观多个大

从高校文库建设实践来看，大学文库经历了近 30

学文库时发现，有些大学文库建成后，来文库参观的用

年的发展，规模渐大。2013 年，有研究者指出，在教育

户稀少，文库里面静悄悄，仅有一名馆员在管理。文库

部网站公布的 116 所“211”工程高校中建有文库的有

提供的服务仅限于参观或阅览，参观者即使来了，也是

［10］

73 家

。此外，还有许多普通高等院校也纷纷建立了

走马观花转一圈就走，得到的信息极其有限。文库只

本校的文库。可见，文库建设已经在中国高校遍地开

有形式而没有内涵，没有设计出精彩的看点，讲不出生

花了。有研究者认为，中国高校文库发展并不平衡，总

动的故事，不能吸引用户驻足流连观看，加之单一的服

［11］

体上京浙两地名校文库建立较早，已具一定规模

。

笔者认为，目前中国高校文库建设水平参差不齐，有些
尚处于起步阶段，有些处于实体文库与虚拟平台共建
阶段，也有少数一流高校的文库处于根深叶茂、资源与

不足，影响了文库功能的发挥。

2

交大文库的建设思路
交通大学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建校最早、饮誉海内

服务日臻完善的阶段。
存在的不足

1． 2

务内容和静态的展现形式，导致文库对用户的吸引力

外的著名综合性高等学府之一。在 120 年的发展历史

笔者承担了上海交通大学（ 以下简称交通大学、交

中，交通大学形成了优良的学术传统，积奠了深厚的文

大） 文库筹建的重任，为此曾经实地调查走访过国内多

化底蕴，
学校名师云集、英才辈出、学术成果卓越，是一

家著名高校的文库，深刻感受到，高校文库在发展迅速

所可以讲出许多精彩故事的中国一流大学。为了更好

的同时，从建设思路和发展现状上看，也普遍存在以下

地弘扬交大学术精神，展示交大人的学术成果，上海交

不足：

通大学图书馆（ 以下简称交大馆） 于 2014 年开始计划筹

1． 2． 1

主题笼统，功能受限

我国大学文库的主题与

功能，笼统概之，可归纳为“保存与展示大学的学术成

建“交大文库”。
在经过对中国高校图书馆文库建设现状进行调研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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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之后，
交大馆决议要突破中国现有大学文库建设的局

展区，
旨在浓缩呈现交大的“学人、学术、学风”的全貌，

限，
以“弘扬交大学术精神”为视角，
从办学、
教学、
科研与

展现交大学术精神的形成、
发展与传承轨迹。

展示交大人的学术成果，
梳理出
人才培养多个维度出发，

为确保交大文库的展品能准确反映学校学术活动

建设一个有内涵、
交通大学学术精神的传承与发展脉络，

的发展历史与现状，将交大文库的建设方案递交给学

有故事的交大文库。交大文库的设计思路如下：

校老领导和档案馆、校史研究室等进行了审核，并召开

2． 1

聚焦主题，明确主线
在交大文库的设计方案酝酿之初，
交大馆就确立了

要建一个以“弘扬交大学术精神”为主题的文库。之所

了专家评审会，在听取多方意见的基础上进行了多次
修改完善。
2． 3

细分主题，挖掘内涵

而不是更为宽泛
以将文库主题聚焦到“弘扬学术精神”，

为了把“弘扬交大学术精神”的主题落到实处，交

的“大学精神”，
主要是考虑到文库的功能定位要与校史

大馆以“学人、学术、学风”为主线，立足学术成果，对

学校档案馆等单位相区别。此外，交大文库的
博物馆、

文库的展区作了重点设计。具体做法是围绕着大学的

藏品主要是交大人的著作和论文等学术成果，最能体现

核心活动“办学、教学、科研与人才培养”，在文库展区

学术精神。而学术精神的形成、发展与传承，与交大的

设计了四大板块，并提出了相应的分主题。四大板块

“学人、
学风”密切相关，因此，文库的主线被确定为“学

包括： ①兴学强邦展区： 该板块以“文化底蕴之形成”

人、
学术、
学风”。交大文库设计的宗旨是： 通过收藏和

为分主题，遴选解放前和解放后对交大学术精神及学

展示交大人的代表性著作与优秀成果，展示交通大学优

术传统的形成有重大影响的 5 位校长，展出其著述，介

良学术传统与严谨学风的形成过程； 体现交通大学学术

绍其办学理念、治学观点、人才培养观等，梳理出交通

精神的传承与发展脉络； 展现历史上和当今的交大人

大学文化底蕴形成之脉络。②名师硕儒展区： 该板块

“求实学、
务实业”的精神，从而起到彰前贤而励后学的

以“学术精神之蕴积”为分主题，展出交通大学不同历

将交大文库的主题词确定为： 崇先仰贤，思
作用。因此，

史阶段的名师硕儒的著述，展示其名言、故事等，以群

源致远。这也契合了上海交通大学“饮水思源，爱国荣

体影像方式体现出交通大学的名师风范与学术精神，

“崇先仰贤”旨在展示交大历史上学
校”的校训。其中，

展现出交通大学优良的学术传统与深厚学养的历史积

术造诣深厚的杰出校长和先贤名师的代表，展现交大学

52 位
淀。该板块共展出 21 位交大历史上的先贤师表、

术精神的形成与发展过程。“思源致远”则旨在通过展

9 位当代名师的简介和学术成果，还包括交
交大院士、

示当代交大人的优秀学术成果和杰出贡献，体现交大学

大历史上的经典教材。③钟灵毓秀展区： 该板块以“学

术精神的传承和弘扬。

术脉络之传承”为分主题，分批展示在交通大学不同历

2． 2

展存结合，攒珠成串

史阶段所培养的德爱礼智、才兼文雅的杰出校友的著

交大馆认为，展览能极大增强文库的作用和影响

述，挖掘他们的求学故事，体现出交通大学学术精神对

力，有效实现文库文化育人的功能，按照主题思想设计

其人生的重大影响，展现出后学传承交通大学学术精

展区是避免文库沦为书库的有效途径。因此，在文库建

神、人才辈出的意境。该板块展出了历史上交大学子

设思路上，交大馆提出了“库区 + 展区”的文库建设模

20 位交大杰出校友的简介及学术
的手写版学位论文、

式，
将文库设计为库区与展区两大部分。库区主要存放

著作、荣获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上海市优秀硕士论

收集到的各个院系教职员工的学术著作，重在仓储功

文、挑战杯特等奖的交大学子的学术成果。④学术翘

能。展区主要展示交通大学在 120 年的发展历史中积

楚展区： 该板块以“学术创新之勃兴”为分主题，展示

淀下来的历任校长、
名师硕儒、院士、
杰出校友、学生、重

交通大学不同历史阶段的重要学术创新成果及其 影

要学术团队的著述与优秀学术论文等，主要体现交通大

响，梳理学术发展规律及前沿动向，彰显交通大学为国

学在办学、教学、科研与人才培养四方面取得的丰硕成

家和社会的科技进步所做出的卓越贡献。该板块展出

重在展现交大学人的杰出成就与重大贡献。在提出
果，

了 8 项交大创建的中国第一乃至世界第一的重大学术

文库建设方案之前，交大馆对交通大学的发展历史、典

成果、荣获国家科学技术奖的交大原创性学术成果、荣

型人物、重要科研项目、获奖科研成果等进行了大量的

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交大人、刊登在三大国际顶

做到了对学校的发展情况了然于胸。据此，摸排
研究，

尖级 学 术 期 刊 （ 自 然 （ Nature） 、科 学 （ Science ） 、细 胞

并筛选出交通大学 120 年发展历史中最具代表性的人

（ Cell） 上的交大为第一单位的优秀论文、交大高水平

物和最重要的科研成果，撷取这些明珠，攒珠成串，设置

学术团队的科研成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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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小媛，潘卫，郭晶，等． 大学图书馆文库建设的探索与实践［J］． 图书情报工作，

四大板块展区紧扣各自的分主题，
分别针对著名校

3． 1

长、
名师与院士、杰出校友、优秀学生、获奖科研团队等

侧重设计展区功能
举办展览是发挥文库功能的重要方式。目前，少

选择代表性的人物或事件，以学术成果为立足点，
群体，

数一流高校图书馆会通过定期或不定期举办各种 展

设计了多个展点。交大文库第一期展出交大人代表性

提升文库的影响力。例如，北大文库曾多次举办著
览，

的学术成果（ 著作、
论文等） 380 余件，
并以展板和展品说

名学者生平事迹展、北大获奖著作和优秀科技成果展、

对重点人物的学术成果和重要贡献及展品
明牌的形式，

校友、教师赠书展等

的学术思想及价值意义进行说明与揭示，重点挖掘人物

的，并没有固化在文库中，因此受众有限。

［4］

。但这些展览基本上都是临时

交大馆在文库建设中采取了“库区 + 展区”的模式，

的思想和展品的内涵，揭示出展品的亮点与特色，讲述
展品背后的故事，突出交大人的学术成就与学术贡献。

并侧重设计展区功能。文库展区面积有 300 平方米，围

展品与说明牌相辅相成，既有实物，又附加文字信息，确

绕学校“办学、教学、科研与人才培养”等核心活动进行

保参观者看得到、
读得懂且记得住。交大文库第一期共

设计了“兴学强邦、名师硕儒、钟灵毓秀、学
了有序组织，

设计了展板 33 块，
展品说明牌 50 余张。

术翘楚”四大板块，
形成了一个展示学校“学人、
学术、
学

通过上述举措，将“弘扬交大学术精神”的主题具

风”全风貌的完整体系，是展现交大学术发展史的全景

体细化，并从“办学、教学、科研与人才培养”等多个维

窗口。这不同于目前其他高校设立个别展柜（ 如北京大

度来设计分主题，并最终通过代表性的展品及说明牌

［12］
学文库的“名师专柜”、
京师文库的“名人专柜”等 ） 的

文字来展现，使得“弘扬交大学术精神”有了承载与寄

做法。此外，
四大展区的主题框架不变，保持体系的完

托，也使得交大文库成为了上海交通大学的学人、学

但展出的内容却可以轮流替换，灵活布置，确保了
整性，

术、学风的浓缩呈现，成为了学校优秀学术成果的荟萃

交大文库是一个动态的、
有生机的文库。

之地与学术精神的宣传阵地。

3． 2

2． 4

突出展品的内涵与价值
交大馆根据 4 个展区表达各自分主题的需要，将

服务多样，动静结合
为克服现有文库服务单一的不足，交大文库设计

展区按照人物群体属性进行分类设计，展出每类群体

了线上、线下多种服务形式。线上服务平台将依托交

最具代表性的学术成果。与其他高校文库明显不同的

大机构知识库系统，实现文库展品的在线展览、检索、

是，交大文库不仅展出展品，而且对展品的内涵与价值

查询、捐赠、呈缴等功能。线下服务除了最常规的参观

进行了深入挖掘与揭示。通过简洁的展板与说明牌文

阅览外，还专设文库讲解馆员，为参观者提供文库导游

字，使参观者对展品的价值与意义一目了然。透过展

与讲解服务。

板和说明牌文字，交大 120 年的历史沿革和发展轨迹，

在展品的呈现方式上，为增强文库的吸引力，交大

掌校巨擘的远见卓识和雄才伟略，名师先贤的师德魅

文库除了静态展出论著（ 图书或论文） 外，还设计了大

力与敬业精神，学术大家的治学态度和人格魅力，交大

量展板，展出了多幅图表、照片，放置了 3 台多媒体设

学子的勤奋刻苦和积极向上，优秀科研团队的锐意进

备。通过图表、照片、文字版面、多媒体等多种展示形

取和卓越成就，都见微知著、一一呈现，较好地展示了

式，力图使交大文库生动立体，音形兼备，图文并茂。

交大的办学思想、教学理念、学术精神和精神特质。

此外，为增强文库空间的吸引力，体现交大的风格特

3． 3

色，交大文库空间布局上融入了诸多交大元素，如上海

展品类型多样
交大文库的展品立足于交大人的学术成果，因此，

徐汇老校区的金水桥及牌坊老校门，富有浓郁的交大

交大文库收藏了学术著作、经典教材、学术论文等多种

文化气息，具有一定的视觉冲击力和内在震撼力。

类型的文献。其中，学术论文类型最为丰富多 样，包

3

总结

括： 手写版博士论文、全国优秀博士论文、上海市研究
生优秀成果、优异学士学位论文、挑战杯特等奖论文、

从酝酿建设交大文库到确定建设方案，交大馆经

OAPS 论文、高被引论文等。这些论文是交大学人论文

历了两年多的反复思考与多次论证，目的就是要建设

中的杰出代表，有些是交大独有的，体现交大学人的科

一个与国内现有高校文库不同的、有交大鲜明特色的

研实力与学校特色，是交大文库展品中的亮点。此外，

文库，凸现出文库建设的“四性”，即学术性、资料性、

交大馆也充分发挥自身的图情专业优势，对交大学人

历史性、激励性。为此，交大馆在文库的建设思路上进

发表在三大国际顶尖级学术期刊上的论文以及排名靠

行了探索。

前的 120 篇高被引论文进行了排查，并在科研翘楚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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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 / significance］This paper points out such problems on Chinese university collections construction as
“theme general，emphasis on warehousing，single service”，puts forward a new idea on university collections construction in the
perspective of spreading academic spirit，aiming at breaking through the limitations that current Chinese collections are almost
like library stacks． ［Method / process］This paper takes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construction as an example to illustrate
it．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Library uses the model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eservoir area + exhibition”，and takes
“spreading the academic spirit”as the theme，around the“learning，teaching，scientific research and talent training”，designs
the“president，the famous teachers and masters，excellent alumnus and students，academic leaders”four galleries，displaying
Jiao Tong University academic achievements，digging the connotation and value of academic achievements，showing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Jiao Tong University academic spirit． ［Ｒesult / conclusion］This new idea breakthroughs the limitations
of excessively emphasizing storage function，pays more attention on exhibition，which can effectively support the realization of
the University Collections Culture education function and provides reference for universities collections construction．
Keywords： university coll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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