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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思维驱动下的高等院校学科
分馆空间再造的实践与探索

———以北京大学图书馆外国语学院分馆为例

□张晓雁∗

　　摘要　阐述“互联网＋”思维对图书馆服务空间的影响,并以北京大学图书馆外国语学院分馆

的空间再造为例进行分析,探索建设的思路,分析成效和影响,以期为业界同行提供参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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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今,我们正处在一个快速发展的“互联网＋”
时代,“互联网＋”的气息覆盖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

面.有一种说法:互联网＋XX 传统行业＝互联网

XX行业.例如,互联网＋传统集市＝淘宝,互联网

＋传统百货商城＝京东,互联网＋传统银行＝支付

宝.那么,互联网＋传统图书馆＝?
事实上,对新环境极其敏感同时适应能力极强

的图书馆一直在路上,努力思考并从未停止紧跟时

代潮流的步伐.２０１８ 年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

(IFLA)大会刚刚在马来西亚落下帷幕,在随后发布

的«全球愿景»中,IFLA 明确指出:在“互联网＋”思
维下,图书馆“必须更新自身的传统角色,必须改善

服务和馆藏、改进服务措施,以满足不断变化的用户

需求”[１].
在“互联网＋”思维影响下,高校图书馆的信息

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信息资源高度数字化、网络

化,云计算、大数据风生水起,移动阅读大行其道,这
些都对图书馆传统藏阅服务环境提出了更高、更个

性化的要求.传统以藏为主的图书馆空间正转变成

一个以读者交往为核心的学术交流空间,图书馆作

为公共空间的社会价值重新被肯定和重视.在这种

大环境下,空间再造应运而生.

１　图书馆空间再造的必要性

２０世纪末,以著名情报学家兰开斯特(F．W．
Lancaster)为代表的一批人认为:随着无纸化社会

的来临,图书馆将走向消亡.诚然,“互联网＋”背景

下,高校图书馆的信息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读者对

纸质图书需求的降低造成图书馆纸质图书借阅量连

年下降.以北京大学图书馆为例,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
纸质图书外借量以６％－１０％的速度下滑(见图

１)[２].但是,在实际服务过程中,我们发现一方面纸

质图书借阅率在下降,另一方面读者的到馆率却在

提升.以北京大学图书馆外国语学院分馆(以下简

称“北大外院分馆”)为例,自２０１４年新图书馆正式

运行至今,读者到馆率连年递增.２０１８年１－９月

到馆人次达４１６８人次,超过了２０１６年全年到馆

人次[３].

图１　北京大学图书馆纸质图书年度外借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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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环境下,读者到馆率的提高正是图

书馆空间资源被充分利用的体现.现今,图书馆界

已经达成共识:空间资源也是图书馆的重要资源.
它不是图书资源的附属产物,而是一种完全独立的

重要资源.在互联网时代,其服务读者的作用完全

可以媲美图书馆的传统文献资源.在一些专业化的

学科分馆,这种作用更加得到凸显.正如吴建中馆

长强调的:人、资源和空间已经成为数字时代图书馆

的“三要素”.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图书馆馆长张甲

也认为处于动荡环境下的大学图书馆深度改革不可

避免,而空间再造是其标志性改革[４].

２　基于“互联网＋”的图书馆空间再造研究与实践

空间再造概念从１９８９年起就已经被图书馆界

所关注,但图书馆同行特别是国内图书馆界的相关

理论研究与实践则是近几年才开始.对空间再造的

文献计量学研究也表明:我国关于图书馆空间再造

的研究在２０１３ 年之后每年的发文量都在２７篇以

上,２０１６年达到５２篇.除了研究的学者不断增多,
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也在不断增加.从虚拟空间的再

造,延伸至多样化物理空间的再造.从偶然性的空

间再造发展至有计划的、调研充分的、系统性的空间

再造.除了理论研究,案例研究也不断增多[５].
在上述理论研究指导下,国内多家图书馆都投

入到空间再造的建设热潮中.在公共图书馆中,大
连图书馆的数字资源体验区、上海图书馆的创新

空间、深圳图书馆的数字体验空间“爱来吧ILIB”、
嘉兴市图书馆的数字众创空间等都是空间再造的成

功案例.高校图书馆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

大学、复旦大学、南京理工大学等高校图书馆也从未

停止空间再造的步伐,不断开辟新的空间满足读者

的需求,空间的建设成果各具特色.
但是,目前国内空间再造研究与实践多集中在

综合性图书馆以及公共图书馆.“互联网＋”背景

下,对于高校的学科分馆,特别是外语语言文学专业

图书馆空间再造的案例研究几乎是空白.笔者曾亲

自参与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以下简称北大外院)分
馆空间再造的服务实践,在此基础之上,结合国内外

空间再造案例,进一步梳理了专业性学科分馆空间

再造的观点.本文虽有很多不足之处,但仍希望对

转型期的专业图书馆空间再造提供一些新的思路.

３　“互联网＋”环境下高校学科分馆空间再造的建

设思路

３．１　多样化

互联网时代,读者对图书馆的空间再造服务提

出了多样化的需求.例如阅读、自习、交流、研讨、小
型会议、文化展览、休闲、新技术体验、影音欣赏、培
训等.对于外语语言学科专业图书馆的读者而言,
还包括同声传译、录音录像、戏剧表演、写作中心等

特殊的专业需求.
因此,图书馆在进行物理空间再造设计时,要特

别注意读者的这些多样化需求.实际上,国内外很

多图书馆的空间再造案例,都越来越注重功能区域

的多样化设计.在区域设计中,除了借阅区域之外,
融入了更多的不同区域设计,如信息共享空间区域、
个人研究室、小组研讨室、媒体研发试验中心、３D 打

印区域等.

３．２　创新性

罗杰列维安(RogerE．Levien)在“面向未来:

２１世纪公共图书馆战略愿景”一文中提到:图书馆

应该成为“信息、知识、艺术媒介以及娱乐的创作场

所”[６].在这种创新性理念的指导下,国内外图书馆

的空间再造纷纷付诸实践.例如,南京理工大学图

书馆空间再造设计了颇具创意的冥想区、站立阅读

区和席地而坐区,这些空间的设计完全颠覆了我们

对图书馆的传统印象.同时也满足了目前“９０后”
“９５后”,甚至未来“００后”大学生对图书馆时尚化、
多元化的需求[７].

除了满足读者多样化需求的空间设计,一些高

校图书馆还通过新颖的、创新性的空间表现形式来

凸显图书馆的新形象.众所周知,日本人热爱阅读.
调查显示,日本人的人均读书数量约４０册/年.日

本高校图书馆更因空间设计的高颜值、高格调,被网

友称为“别人家的图书馆”.例如,位于秋田县的国

际教养大学图书馆,整体设计风格以“书的古罗马椭

圆形竞技场”为主题.大量使用秋田杉,使整体空间

充满生机勃勃的气息.书架内侧也做了巧妙的设

计,可以作为书桌使用,坐下之后视线刚好不会被过

往的人吸引注意力,可让你完全沉浸在知识的海洋

中.再如金泽(Umimirai)图书馆,被称为日本最美

的公共建筑.图书馆外墙表面分布着约６０００个小

孔,柔和均匀的自然光透过这些包裹着空旷阅览室

的巨大“穿孔”照入图书馆内部,每个角落都渗透着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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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和的光线,让读者感觉宛如置身野外,视野宽阔,
无比自由[８].

３．３　因地制宜

对于一些新建图书馆,在建设之初就已经规划

设计了完整全面的服务空间.但是,对于一些老旧

图书馆的后期修缮,以及类似北大外院分馆这类高

校学科分馆,其馆舍本身位于整个学院大楼的部分

楼层.这类图书馆在空间再造设计时,要注意因地

制宜.根据楼宇整体情况,设计更多符合读者需求

的服务空间.例如,北大外院分馆在设计读者入口

时,根据电梯间位置,摆设实木桌作为隔断.同时安

装图书防盗仪、通道闸机等设备,有效地将入馆读者

与学院进楼师生做区分,在满足读者入馆需求的同

时,也保证了书刊资料的安全性.

３．４　不能脱离图书馆传统服务核心

图书馆的传统服务是以书刊借阅、收藏为核心.
在进行空间再造时,不能脱离或违背这一传统服务

核心.正如北京大学图书馆肖珑研究馆员所言“图
书馆是拥有悠久历史的社会服务机构,在社会飞快

发展、信息更新频繁的今天,其历史感的体现尤为重

要,因此应该依然重视、尊重图书馆的传统,为藏书

和围绕着藏书开展的各类服务保留空间,并对这类

空间重新进行布局、设计方面的改造和创新,保留图

书馆的‘书文化’核心服务功能”[９].
图书馆空间再造既要为以传统借阅、藏书为核

心的各类服务保留空间,又要超越历史功能,为“互
联网＋”时代下的读者提供文化环境,增加大量单纯

用于服务的空间.同时,在保留传统服务功能的基

础上,要注意对传统服务空间进行优化重组,根据读

者需求调整传统服务空间在图书馆整体空间中所占

的比例.

３．５　注重特色、差异发展

图书馆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它

的“服务性是由它所处的社会地位决定的.图书馆

总是依附于它的母体存在.如大学图书馆是依附于

大学而设立的,因此大学这一母体的性质决定了它

必然要为教学与科研服务”[１０].同理,图书馆的空

间再造也不能从所属图书馆的性质剥离,应该具有

地方或学校的特色.
对于公共图书馆,具有地方特色的空间再造是

非常重要的.国内的一些公共图书馆在这方面做得

非常出色.例如广州图书馆“立足本土、面向地方、
服务市民”,在发展多元化空间服务的同时,更以保

护和弘扬本土文化为己任.其相继开辟的广州人文

馆、广州大典研究中心、“广州之窗”城市形象推广

厅、广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展区等空间再造服务区,完
美体现了这一宗旨[１１].

在高校中,具有本校特色的图书馆也不在少数.
例如,清华大学图书馆开辟的浸润式阅读体验中心

“邺架轩”以及位于图书馆“李文正馆”的互动体验空

间“清华印记”[１２],都是希望寻找新媒体技术与图书

馆服务的恰当结合点,通过人、媒、数据的互动,孕育

不一样的知识和服务,以充分体现学校的特色.
另外,在空间再造设计时,还需要注意图书馆不

应以面积大小论英雄、藏书多少论高低.与综合性

大学图书馆相比,一些高校学科分馆,虽然面积小、
藏书少,但在空间再造方面能够结合本身特点、学科

专业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符合学科特点的高品

质空间服务,同样得到了读者的认可.

４　北大外院分馆空间再造的实践

北大外院分馆文献资源丰富,收藏２５个语种藏

书近３０万册、中外文现期期刊４１７种、音视频单体

资料７０００多件.新图书馆于２０１４年投入使用,馆
舍使用总面积约３０００m２.主体空间位于北大外院

新楼地下一层至地下三层,同时开辟了顶层露台作

为图书馆咖啡书苑.
图书馆在设计之初即考虑将情境学习、构建要

素等外语学习环境理论与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读
者服务内容结合起来,重新整合旧馆馆藏各类型资

源.经过为期一年的试运行,又结合楼宇实地情况

和师生实际需求,因地制宜地调整部分服务空间

布局.
４．１　因地制宜,调整部分服务空间布局

４．１．１　更改原有设计方案,建设密集型书库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新楼地下三层原来设计为

停车库.考虑北大外院分馆未来藏书空间的发展,
在学校基建部门以及学院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将车

库改建为密集书库.改建工作充分考虑地下三层位

于楼宇最底层,承重要求符合«图书馆建筑设计规

范».改建后的密集书库总容量７２０．５m３,可存放约

１５万册藏书.这一藏书量与地下二层１１００m２ 的主

书库藏书量相同,为分馆未来馆藏可持续发展奠定

了基础.
４．１．２　开辟符合专业需求的学习交流空间

在整体空间再造的建设过程中,注重从语言学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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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的五大要素,即学习情境、资源建设、语言学习工

具、互动交流平台、专业教师参与等方面加强建设,
设计语言专业学习所必需的一些实体空间.

(１)同声传译室.语言专业的学习需要一些特

殊的学习工具支持,其中同声传译教学系统、戏剧表

演专项训练是必不可缺的两项.“听、说、读、写”是
语言运用能力,“译”是语言切换能力.在培养学生

双语切换能力方面,北大外院分馆特别开辟的同声

传译室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传译室由３５个语

音座位、１０个译员间、１个发言席、１个主控台组成,
辅以投影,形成完整的同声传译、交替传译教学、训
练和测试系统.

(２)戏剧表演室.戏剧表演是训练学生语言能

力、培养学生交际能力、提高学生人文素养,使学生

了解和感受对象国家社会和文化的有效手段.北大

外院分馆开辟的戏剧表演室占地约２５０m２,配备专

业舞台音响及灯光设备.可全程自动跟踪录音录

像,供教学检查、教学反馈和教学资料的收集.
(３)听力考题录音棚.从语言专业需求出发,同

时考虑试题保密因素,在分馆地下二层较为隐蔽的位

置设置语音听力考题专业录音棚.录音棚采用全隔

音装修,配以不同档次的录音麦克风以及高端录音声

卡、话放、压限器、调音台、专业监听音箱等,为学院各

语种专业教师进行听力考题录制提供高品质服务.
(４)电子辞典体验区.２０１５年,北大外院分馆

接受日本卡西欧公司捐赠多台各语种电子辞典.其

中的一部分电子辞典和图书一样,面向全校师生提

供通借通还服务.同时,还开辟了电子辞典体验区,
供师生体验使用,深受同学们的欢迎.

(５)写作中心.写作中心面积约２００m２,设有学

习座位１００个 、SEEWO触控一体机多台,同时配备

可移动式隔断随时可以根据学生规模拆分成不同的

写作小间.
(６)小组讨论间.面向本院师生提供小组讨论

间,为读者提供舒适开放、灵动自由、集思广益的交

流共享空间,方便师生开展学术交流和教学研讨.
讨论间内布设 SEEWO 触控一体机、可拆分会议

桌等.
(７)咖啡书苑.由于外语学科的特殊性,学院绝

大部分教师都有国外生活和学习的经历,回国后对

咖啡吧的需求非常大.为此,北大外院分馆特别在

新楼顶层开辟咖啡书苑.极目远眺、景色宜人,深受

广大师生欢迎,成为学院重要的师生学习共享空间

之一.

４．２　提供空间再造的衍生服务(UnLibrary)
UnLibrary的概念,最早起源于２００９年IFLA

米兰会议上,新加坡国家图书馆提出的一个 UnLiＧ
brary项目.在英文中,un是代表否定意义的单词

前缀.因此有专家认为,UnLibrary即“非常规的图

书馆”[１３].“互联网＋”时代下,除了借书,图书馆还

可以干什么? UnLibrary给出了最好的答案.当

前,国内外图书馆都在身体力行地改变着图书馆给

人以传统“读书、学习之馆”的固有印象,逐渐利用自

身的空间资源优势和学术文化氛围提供更多“与书

无关”的事情
在北大外院分馆空间再造的实践过程中,也衍

生出一些新的服务形式与内容.这些服务充分依托

于馆舍现有空间,“图书馆搭台、读者唱戏”,似乎是

和传统流通阅览服务无关,但却深受师生欢迎.
(１)教师个人新书发布会.一些专业教师将个

人新书发布会现场放在北大外院分馆举办,效果显

著.一方面教师对整体活动非常满意;另一方面分

馆也起到了宣传展示的作用.例如,２０１６年,北大

外院波斯教研室某教授译著的«‹伊利汗中国科技珍

宝书›校注»一书首发式在北大外院分馆举行.包括

伊朗驻华大使馆、北京大学出版社、国家中医药管理

局、中国民族医药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等机构的多

位领导和专家学者出席了此次首发式.各领域专家

在参加新书发布会的同时,也对北大外院分馆优美

的环境、浓厚的学术氛围留下来深刻的印象,纷纷拍

照留影、赞不绝口.
(２)新生见面会.一些系所专业将新生见面会

安排在北大外院分馆举办.一方面是分馆环境怡

人;另一方面也希望同学们一入校就对学院分馆有

一个直观感受和亲身体验.同时,分馆积极引导,一
般在见面会后随即安排新生入馆教育活动.例如,
２０１８年９月的“最美不如初相见”德语系新生见面

会即取得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３)书法展、书展.北大外院分馆积极承担学院

新楼文化建设的重任,因地制宜、利用分馆外围电梯

间、楼梯间等区域长期举办各类书法展,为学院营造

书香外院贡献力量.同时,配合学院各阶段活动和

系所需求,积极举办相关专题书展.例如英语系莎

士比亚书展、百廿校庆外院人文库成果展等,得到

广大师生的热烈欢迎和高度评价.
(４)部分专业课课堂.北大外院一些学科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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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如“俄罗斯报刊阅读”“泰语报刊阅读”“缅甸国

情”等都将分馆部分书刊阅览区设为课堂.究其原

因,一方面是分馆藏阅环境优良、绿植环绕;另一方

面也是因为获取资源便捷、授课效果显著.分馆也

主动与相关专业负责人联系,在专业课后即安排相

关资源培训讲座,让学生更加了解本专业的文献收

藏情况.
(５)影视访谈节目拍摄场地.北大外院分馆长

期为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等媒体免费提供场地,拍
摄外国语言文学大师、学院知名教授等访谈类节目

以及学院学生各类竞赛、社团活动等.
(６)各类型会议活动地点.充分利用自身空间

资源优势,积极承办学术沙龙、图书馆界会议、工会

讲座、团委读书会等各类型活动.例如,定期组织青

年教师在分馆以讲座形式探讨外语专业学科建设相

关主题内容,就感兴趣的话题畅所欲言、气氛热烈.
(７)学院外事活动接待重要场所.长期以来,北

京大学的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在国内外享有良好的学

术声誉,得到社会各界和国内外同行的认可.同时,
语言专业的特殊性,使得学院各系所与一些驻华大

使馆、对象国外资机构保持了良好的沟通与合作关

系.因此,北大外院外事活动活跃、外宾参访频繁.
而外院分馆因其促进两国文化建设的重要地位以及

怡人的藏阅环境、先进的管理模式成为“外国语学院

的客厅”、外事活动的重地.
４．３　空间再造带给北大外院分馆的变化

４．３．１　图书馆场所服务价值提升

一段时间以来,“作为场所的图书馆”(Library
asaPlace)成为图书馆界的热点问题.究其原因,
“互联网＋”背景下,图书馆已从传统单一的实体空

间发展为实体与虚拟空间并存的格局:“数字图书

馆”“移动图书馆”“指尖上的图书馆”倍受青睐,移动

阅读和数字阅读大行其道.在这种新的信息环境

下,作为场所的图书馆的价值曾多次受到质疑.而

北大外院分馆的空间再造实践再次证明:信息时代,
图书馆更需要挖掘图书馆作为场所的价值,更可以

发挥出作为城市第三空间的价值.空间再造后,北
大外院分馆到馆读者未减反增,说明作为场所的图

书馆深受大家欢迎.实际上,未来图书馆作为一个

文化教育和交流的场所仍然是不可缺少的.因为

“图书馆是一个交流中心,不仅仅是静态知识的交流

中心,更重要的是动态知识的交流中心,是人和人的

交流中心”[１４].

４．３．２　从推送服务转变为吸引服务

图书馆是非常热衷于向读者推送各类资源和服

务的.传统模式下,以张贴海报、发放宣传小册子为

主要方式;全媒体时代则更加多样化:微博、微信公

众号、微信群、QQ 群、微视频、短信、Email、移动图

书馆等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而空间再造给予

图书馆人新的视角和启示:与我们主动进行的推送

服务相比,空间再造服务通过对图书馆空间的塑造,
直接吸引读者到这个空间来展示,进行思想和经验

交流.这种吸引服务无论对读者还是图书馆,都取

得了意料之外的“惊”和“喜”.

４．３．３　从服务读者转变为服务利益相关者

过去,图书馆把到馆服务对象称为“读者”,后来

演变为“用户”,意指虚拟空间下使用图书馆的人或

团体.现今“互联网＋”时代下,国外图书馆文献普

遍采用“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这一称谓.“利
益相关者”不仅仅是一种称谓,更重要的是“它开拓

了图书馆工作的视野,要求我们在服务与管理的宽

度和深度上做文章”[１５].同时,图书馆应服务于所

有利益相关者,不仅仅服务现有用户还需要“激活”
潜在用户.

空间再造以及由此衍生的 UnLibrary服务都可

以说是比较成功的服务于“利益相关者”的案例,同
时也成功地“激活”了潜在用户.以北大外院分馆的

空间再造为例,类似新生见面会、外教专业课、电视

台拍摄等活动往往是一个系所利用分馆空间举办

后,经过口口相传,其他系所很快又会找上门来.遇

上开学季或是学生社团活动集中时期,分馆甚至需

要安排档期、排出时间表供各系所活动按时间段使

用.我们欣喜地看到,通过空间再造服务,师生们开

始有了这样一个意识:图书馆不仅仅是借书、还书、
上自习的地方,它还可以是“系所的舞台”“教师的工

作室”“学生的非正式学习空间”,在这里师生们差别

性、个体化的学习需求可以得到满足和尊重.这正

是图书馆空间再造的建设初衷.
实际上,从服务“读者”到服务“利益相关者”,折

射出图书馆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历程,它不仅仅是称

谓上的创新,也标示着图书馆服务范式的转变.
４．３．４　读者满意度大幅提升、与系所专业师生关系

更为紧密

通过空间再造实践,我们除旧布新、精心设计、
专业布局,营造出绿植环绕、人书比邻、藏阅环境优

良的整体氛围.同时基于现有空间资源提供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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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Library服务,师生满意度大幅提升.有师生在

班级微信群、专业课、分馆评估会等各种场合提到

“院图(分馆)真是焕然一新了,在这里学习读书,完
全是种享受!”“以前对象国的外宾来,总是发愁学院

没地方可看.现在可好了,外宾参访哪里管? 外院

新楼找分馆!”
另一方面,分馆馆员行政上隶属本院系的职工

身份,使他们与师生读者有着天然的联系.通过空

间再造,系所专业师生到馆率越来越高,有位同学发

帖戏称“感觉自己已然是院图的人了! 上午的外教

课在院图,中午的社团活动在院图,下午的沙龙还是

在院图.”由此,分馆馆员有更多机会接触广大师生,
更加拉进与系所专业的距离,与本院系师生建立良

好的合作关系与深厚感情.
４．３．５　学校、总馆、学院三级领导重视、分馆发展形

成良性循环

近几年来,北大外院分馆坚持“以人为本、贴近

教学、助力科研”的办馆理念.在藏书建设、空间服

务、文化交流等过程中,充分体现了外语语言学科专

业特色.除传统图书馆流通借阅业务外,通过空间

再造提供的相关服务得到了学校、总馆、学院三级领

导的重视和认可.与旧馆相比,目前北大外院分馆

运行各类经费保障有力.同时,各级领导还在空间、
人员等方面给予政策上的大力支持.

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Foucault)强
调“空间是一切公共生活形式的基础”[１６].从北大

外院分馆空间再造及开展的 UnLibrary服务,我们

切实体会到:在“互联网＋”时代下,图书馆这个与时

俱进、不断生长的有机体,不断变换着、调整着、甚至

超越着人们对它的固有认知,“以新的、令人惊讶的

姿态,融入社会、服务社会.空间再造不仅赋予了图

书馆事业生机和活力,也为图书馆服务创新提供了

的新思路,给未来图书馆的发展方向提供了新的视

角与启示”[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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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paperexpoundstheinfluenceof“Internet＋”ontheservicespaceofthelibrary,and
takesthespacerenovationoftheLibraryofSchoolofForeignLanguagesatPekingUniversityasanexam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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