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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大学图书馆研究成果展览服务实践分析与思考∗

□黄静

　　摘要　近十年来研究成果展览服务在国内外大学图书馆兴起并迅速发展.文章结合来自全

球多地大学图书馆的实践案例,从选题策划、设计搭建、推广运营三个方面对大学图书馆研究成

果展览服务的内容进行了阐述;总结出其展品形态多样化、展示内容原创化、展出形式制度化和

展览服务精细化的特点;继而论证了大学图书馆研究成果展览服务的实施价值;认为透过这项实

践,大学图书馆正在从学术交流的幕后走到台前,成为校园学术内容的积极传播者,并且显现出

大学图书馆业务细分化发展、馆员队伍全方位淬炼以及对外伙伴关系走深走实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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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伴随着知识生产与研究方式的巨大变革,大学

图书馆“知识展示和传播者”的角色重要性日趋凸

显.展览服务作为大学图书馆向各类受众传播知识

的一种途径,正在立足高校的“学”“研”特质,不断探

索出新的服务内容:从最初的深度挖掘馆藏资源、传
递特色文化价值,到组织展示“真人”之书、双向交流

隐性知识,及至近年来又涌现出更为强调支撑大学

教学科研使命的研究成果展览服务.目前图书馆界

对于研究成果展览服务还没有明确的定义,通过充

分地调研,结合已有研究对图书馆展览服务的定

义[１],本文认为图书馆研究成果展览服务可考虑为:
面向广泛受众使用多种载体和形式对学术研究成果

进行可视化展示,从而策进学术、普及科学、传播知

识的一项服务.

２　国内外大学图书馆研究成果展览服务内容

本文调研了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瑞
典、新加坡以及国内多所大学图书馆的典型案例,对
展览服务不同环节予以分析.

２．１　选题策划

选题策划是研究成果展览服务的基础与核心,

反映了大学图书馆创造学术传播价值的理念和能

力,也是衡量大学图书馆在校园学术活动中作用发

挥程度的重要标尺,其实践思路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聚焦大学成就.美国耶鲁大学图书馆整合

改造了原有的两个分馆,设立“科学和社会科学信息

中心”,专门提供研究支持服务、公共工作站、小组学

习空间、演示练习与视频会议室等协作资源和服务.
举办研究成果展览作为该中心的一项重要工作,旨
在向校内外推广耶鲁大学的研究.例如,在反映耶

鲁大学情绪智能中心(YalesCenterforEmotional
Intelligence,YCEI)研究进展的“情商:耶鲁的领导

力”主题展中,情商的历史经由馆员策展人的诠释,
通过一张清晰的时间表得以说明,展现出从１８７２年

查尔斯达尔文一直到时任 YCEI主管的马克布

莱克特在内的所有对这一领域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研

究者的相关成果.配合展览开幕,耶鲁大学图书馆

举行盛大招待会,邀请马克布莱克特现场演讲,为
参观者答疑解惑,进行实时的沟通和交流;而另一场

名为“耶鲁大学科学与工程领域的女性:进化论”的
主题展,则是耶鲁大学科学与社会科学领域交叉研

究的代表,它展示了该校２１个部门从过去到现在

７０多名女性研究者的成就与贡献[２](６０５－６０７)).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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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围绕研究热点.从２０１９年开始,上海科技

大学图书馆围绕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所涉及

的材料、能源、信息、智能制造等前沿领域,与该校物

质科学与技术学院、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信息科学

与技术学院联手举办年度科研成果展.２０２１年的

系列展览中,“任物换星移唯求索不辍”物质科学与

技术学院成果展以“成果简介＋科研实物”的方式展

现了该院师生在«物理评论快报»«自然通讯»等国

际权威刊物发表的关于系统材料、拓扑量子材料、生
物大分子材料等重要领域的研究成果[３];“孜孜不倦

　生生不息”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成果展则以创新

的科研模式图方式具象化呈现出该院在发育生物

学、干细胞和再生医学、生物医学工程等领域的最新

研究成果[４];“领跑信息时代连接智能未来”信息科

学与技术学院成果展将该院七大研究中心对于增强

现实与人工智能、６G 通信与边缘计算、脑机接口与

智能医疗、零碳汽车与智慧能源、光子智能与量子芯

片等信息科学多个前沿领域的科研成果以“可观看、
可聆听、可互动”的方式沉浸式展出.通过亲身体验

无源物联网系统、３D动作捕捉设备以及全息视频等

高科技互动装置,参观者可实现虚拟与现实之间的

对话,直观感受信息技术的魅力[５].
三是关注特定日期.２０１８年南开大学百年华

诞之际,南开大学图书馆举办了“两院院士著述成就

展”,用图片、文字和书籍实物相结合的方式展示了

改革开放以来１８位在南开大学工作的“两院”院士

的不凡学术成就[６].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河滨分校

奥尔巴赫图书馆则会在一年一度的“GISDay(地理

信息系统日)”举办专题研究成果海报展,发动全校

教职工和学生充分展示对 GIS的创意研究.２０１６
年其展示的成果包括该校保护生物学中心制作的

“科切拉谷多斯帕尔马斯保护区的植被图”、环境科

学系的“如何使用 GIS 来估计地下水补给与蒸发

量”、心理学系的“利用 GIS追踪双胞胎从童年到成

年认知表现环境影响因素”、公共政策系的“显示墨

西哥特定地区地名起源语言的地图”等.就连学校

行政部门也都参与其中,农业运营部阐释了如何使

用 GIS管理学校农业研究用地、安保部介绍了如何

利用 GIS对犯罪数据进行分析每年的 GIS专

题展都成为该校展示特色化研究成果的舞台,也激

发出越来越多的师生了解 GIS 分析与数据应用的

意愿,促进了跨学科研究灵感的诞生,使该校的展览

每年得以推陈出新,取得了非凡的影响力[７].
四是反映奖赛成果.大学图书馆通过组织各种

形式的研究奖赛,展出获奖作品来突出本校学生研

究技能的习得成效与实践成果业绩.新加坡管理大

学图书馆为了提高外界对本校博士生完成的各种研

究项目的认知,在学习共享空间举办“博士合作研究

海报展览”,从而为“在图书馆用户中找寻项目的跨

学科潜在合作者”创造机遇[８];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图

书馆为研究生们设立“研究展览奖”,表彰那些借助

图书馆丰富信息支持,从事复杂研究工作并促进社

区交流、协作与创造的人[９];美国托莱多大学图书馆

与本科生研究办公室合作举办一年一度的“本科生

研究和创意活动展览”,鼓励在读本科生以研究海报

或其他视觉化方式积极展示他们已完成或正在进行

的研究项目[１０].

２．２　设计搭建

设计搭建是指对展览的展示空间、功能动线、展
品及互动装置等进行的设计与实现.进行知觉体验

的创造,增加参观者的情绪体验,使之获得更为深刻

的学习体验,是大学图书馆研究成果展览设计搭建

的目标.

２０１６年瑞典马尔默大学图书馆获得了一笔改

造资金,在图书馆人流量密集的中央入口处打造了

“研究人员展览馆(TheResearchersGallery)”,旨在

为图书馆进行学术传播,为学生、研究人员和社会公

众会面、交流与创造新知识提供交流空间.展览馆

设有多个方向的出入口,分别通往校园咖啡馆、写作

工作室和图书馆教室等,便于导入客流的同时也允

许展览自馆内向外扩展延伸.馆员会根据不同的展

览主题,精心布置展览馆的外观和陈设,使研究成果

展览突破单纯的内容驱动,实现内容与情境的共同

驱动.２０２０年,该图书馆举办了名为“用塑料子弹

对抗癌症”的展览,展示该校化学家、物理学家和生

物学家合作寻找癌症的早期诊断和治疗方法的研究

成果,展览馆空间被布置的就像是一个医学实验室.
从而让来图书馆学习、借书或参加会议的人员在没

有阅读文本的前提下就被激发出好奇心,产生进一

步探索的意愿,为展览内容引发受众共鸣创设了良

好情境.馆员与该校４０多名研究人员合作,先后举

办了医学、社会学、文学等多个领域的研究主题展,
通过对研究的解读,使研究成果对更广泛的受众可

见.设置与主题相关的桌面游戏或制作个人杂志海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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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的机会,这样的趣味性互动元素,使参观者沉浸其

中并记忆犹新.借由现场公开辩论和交流,激发人

们对复杂社会现象和科学问题的思考,辨析和驳斥

替代事实与伪科学,有效促进大学与社会公众之间

的互动交流[１１].

２０１７年加拿大皇家路大学图书馆在馆内建立

了知识动员场所Showcase.所谓知识动员,加拿大

社会科学和人文研究委员会将其定义为“研究人员、
政策制定者和学术界内外公众之间相互交流研究成

果以增加研究的吸收利用和为政策制定提供价值参

考[１２].”Showcase 中 除 了 实 物 陈 列 外,还 有 三 台

IPad和一个触摸屏电视被设计成与非技术元素(如
画布、文字面板、照片和艺术品等)无缝集成,对展品

进行解释性内容的补充.馆员将研究成果转化为视

频、可视化数据、交互式地图等多媒体内容,通过微

型网站展示在IPad上,放置在语境关联的展品前.
例如该馆展示的一个探索气候行动共同利益的项

目,实体展板详细描述了研究过程和结果,IPad里

的微型网站则用来演示气候模型、交互式 Kumu地

图与动画,通过点击数字内容和触发动画来引导观

展者深入研究.该馆借鉴运用了著名的“Skim(滑
水)－Swim(游泳)－Dive(潜水)”博物馆策展框架,
即如果参观者希望“浏览”展览,他们可以阅读实物

展品信息;如果他们想“游”得更深,可以在IPad上

继续探索内容;如果对前两个层次信息感觉意犹未

尽,参观者可以通过扫描二维码来进一步获取、阅读

同行评议的期刊论文、研究案例、原文书籍与研究报

告.这种以访客为中心,鼓励观展者在不同层次内

容间以及虚实展品间自由来回跳转的策展模式,有
效增强了受众的参与感和互动体验,促进了更深层

次的知识传播和学习体验[１３](５－１２).

２．３　推广运营

很多时候大学图书馆的研究成果展览并不是孤

立存在,而是会与各种活动相互关联、相互呼应和相

互衬托.这些活动作为研究成果推广的重要载体,
不但能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展览信息展示、传播和交

流等基本功能,而且有助于发动研究人员积极参与,
获取更广泛受众关注,为研究成果展览成为图书馆

的特色、亮点乃至大学校园的风尚品牌创设了良好

的发展条件.将研究活动视为高优先级的美国卡内

基高等教育R１类别大学图书馆往往会契合校方终

身教职的颁布、职称的晋升、新教师入职等重要时间

节点来举办年度庆祝活动.活动通常包含教师研究

成果展示的现场招待会、学者主题演讲、纪念证书颁

布、观众自由交流等环节,以此表彰教师上一年度取

得的各项学术成就、展示该校研究成果的多样性、提
高公众对学术研究工作的认知、促进跨学科之间的

联系,同时重新发掘图书馆作为学术空间的价值.
有的图书馆还会冠以响亮的名称,如犹他大学图书

馆的“CelebrateU(祝贺您)”[１４],来塑造个性化品

牌.各种研究奖赛活动则主要设计来面向不同教育

层次的学生,教师、研究人员与图书馆员多是以导师

或裁判的身份参与其中.奖赛活动的设置不但有利

于展览内容的众包征集,而且自带用户黏度,在学生

群体筹备展品、公开路演、决出优胜的每一个活动节

点为展览营销出高话题度、导入更多观众流量,有效

扩大研究成果展览的影响力.
跨校园伙伴合作对于大学图书馆研究成果展览

服务的推广运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如 OCLC
研究报告所指出的“图书馆与学术事务、研究管理、
教师事务、校园IT、传播宣传部门是大学研究支持

的利益相关者”[１５](９).在很多案例中,研究生院或本

科研究办公室、教务长办公室会是图书馆研究成果

展览及相关活动的联合主办方,他们能为参展目标

对象的发动、相关信息的调取带来直接便利,还会直

接拨款成立活动专项奖励金用来表彰杰出参与者;
奖励金有时还会来自于校友会的募集和企业的捐

赠,这也都得益于大学宣传外联部门的协助支持;IT
部门则为展品尤其是数字化展品的制作与展示提供

了技术上的协作保障;对于有关展览及活动的宣传

推广,除了图书馆自身营销外,各伙伴部门也都会通

过各自主页、社交媒体账户等传播渠道予以同步发

声,尤其是通过大学公共事务或传播办公室发布的

新闻稿会为图书馆研究成果展览活动带来更多社会

关注度,吸引更多外部观众流量,使展览获得更高的

影响力和美誉度.

３　国内外大学图书馆研究成果展览服务特点

３．１　展品形态多样化

教师著作(FacultyＧAuthoredBooks,FAB)是国

内外大学图书馆研究成果展览的常规展品.２０１２
年美国密歇根大学图书馆就率先建立了永久性实体

展览,来展示该校人文、国际研究和社会科学领域教

师出版的学术研究著作[１６](５５０).之后收集和展出教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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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著作逐渐成为国内外大学图书馆的普遍做法.然

而经由同行评议的书籍、连续出版物、会议论文传播

的研究成果,由于受学术术语、语言、付费订阅等多

种因素的限制,并不总是能为公众所获知.重新诠

释、组织和展示这些学术研究成果信息,将其转化为

更能吸引受众、更便于传播和公众获取的策展化展

品,已成为大学图书馆研究成果展览的进阶选择,其
形式也愈加多样.

(１)研究海报

研究海报是以图形和文本的形式清晰易懂地展

示科学研究的结果,它与学术论文的目标受众是不

同的.论文通常是由与作者专业研究领域相同或相

似的人来阅读,而研究海报不仅是展示给进行类似

研究的人,也同时展示给参加观摩的普通受众.在

国际学术会议上,研究海报展示已获得与口头报告

同等的地位[１７].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每年都会与

该校的研究生院及独立学习中心联合举办“研究海

报展览”.这项活动号召所有在读的研究生以海报

的形式向大学社区展示自己的研究成果,同时锻炼

和提高自身海报制作与口头简报技巧.２０２２年,来
自生物医学、教育心理、地球系统科学、社会学、建筑

学、新闻学等专业的１９名选手展示和演说了自己的

研究成果.他们的海报被图书馆陈设在数码学术研

究室旁进行为期一个半月的实地展示.图书馆还邀

请该校研究院院长、独立学习中心讲师共同评比出

年度最佳海报和简报奖[１８].
(２)研究图像

“在一张图像中捕捉、分享和展示研究的精髓”
是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图书馆虚拟研究展览与竞赛

的特色.２０２１年该馆围绕“北方关系”主题,选取和

展出了阿尔伯塔大学研究生创作的３０多张创意图

片.这些图片出自该校研究生对于本土知识、气候

变化、生物多样性、自然资源和人类生态学等方面的

研究,并被从“整体创意水平、图像的审美意趣、图像

与参赛者研究的关系、清晰的书面描述”四个维度进

行评判.半决赛和最终获奖图像将永久存储于阿尔

伯塔大学开放获取机构存储库中[１９].美国伊利诺

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图书馆[２０]以及英国北安

普顿大 学 图 书 馆 也 都 举 办 了 类 似 的 “研 究 图 像

展”[２１],皆是为了展现本校研究生学术研究的多样

性与宽广度,同时吸引校内外学者来一起分享研究、
探索创造力并促进知识的重用.

(３)演示文稿或短视频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斯卡伯勒分校图书馆是该校

本科生研究与创意论坛的主办方之一.该活动旨在

为本科生提供展示个人学术研究或创意项目的舞

台.除了展出研究海报之外,学生们还需要通过演

示文稿向现场观众描述他们的研究过程.以通俗易

懂、非技术性、非专业化语言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学术

界以外的人都可理解应用的知识[２２].美国诺福克

州立大学图书馆举办的“研究与创新研讨会暨展览”
则要求参展者提交三分钟论文视频(ThreeMinutes
Thesis,３MT),向不同层次和背景的受众深入浅出

地阐述自己的研究[２３].
(４)专题网站

澳大利亚迪肯大学图书馆认为“展示研究成果

是向世界传达自己所做工作的新方式”,该馆基于开

源软件 OmekaS研发了在线展览平台 DeakinExＧ
hibit,支持包括图像、视频、音频、文档在内的一系列

多媒体格式,倡议该校研究人员使用它创建自己的

展览网站,从而多角度、全方位地阐释和展示自己的

研究.在 DeakinExhibit上创建的展览无限制开

放,任何人都可以查看,并可通过谷歌和澳大利亚国

家数字馆藏网站 Trove被发现,由此带来更广泛的

传播,扩大该校研究成果的受众面和影响力[２４].
(５)艺术品和其他形式

英国赫尔大学图书馆为研究生们举办“Making
SenseofResearch(让研究有意义)”展览,使他们有

机会通过任何富有创造性和多感官体验的表达来促

进他们的研究.展品形式包括但不限于静、动态图

像,还可以是模型、挂毯、刺绣、拼贴画、手绘、油画、
连环画、工艺作品等各种形式,唯一的限制是只要符

合公共展览空间的规模标准[２５].

３．２　展示内容原创化

研究成果展览“深入学科内容、反映研究进展”
的独特视角,为大学图书馆建立起区别于公共图书

馆的办展特色,并且它还承袭了科研成果本身的原

创性和新颖性,是一所高等学府办学特色、人才培养

成效和学术声誉表现的直观反映,为所在图书馆天

然建立起区别于其他大学图书馆研究成果展览的内

容特色.如同样是庆祝“GISDay”的研究成果展览,
印第安纳大学布卢明顿分校图书馆的代表性展品有

“移民死亡:活动家地图”(描述跨境移民步行穿越索

诺兰沙漠的互动地图)、“牙买加叛乱”(呈现１７６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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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买加发生的大规模奴隶起义中奴隶的移动和冲突

点)等[２６],与前文述及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河滨

分校图书馆的展品相比,可以说是特色迥异、各呈精

彩.因此,研究成果展览也非常适于打造成为图书

馆和大学对外提升显示度、营造影响力的亮丽名片.

３．３　展出形式制度化

研究成果展览突破了既往基于馆藏策展的思维

桎梏,将整所大学运用知识、创造知识所取得的业绩

都纳入到图书馆的策展视野当中,使大学图书馆的

展览资源获得了无限扩充.正因于此,国内外很多

大学图书馆都采用了制度化的“年展”方式来集中呈

现某个领域或某个群体阶段性的学术成果.如加拿

大阿尔伯塔大学图书馆的研究图像展自创办伊始已

连续举办了六年,而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图书馆的

GW ResearchShowcase(乔治华盛顿大学研究展

示)活动更是从２０１２年一直举办到了２０２２年[２７].
年展的形式既可以有比较稳定的陈列体系,又兼具

内容新颖、专题性强的优点,并且还与大学教学科研

的周期高度契合,为大学图书馆举办基于各学科研

究成果的展览创造了便利.

３．４　展览服务精细化

为了保障研究成果展览服务的顺利开展,大学

图书馆充分发挥自身的资源优势与馆员能力,在激

发研究创意、支持研究过程、辅助研究展示的细分环

节全面把控,为参展者提供直接帮助与全方位支持.
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在数码学术研究室定期举

办“研究茶座”,邀请中文大学研究人员担任主持,就
某个重要研究主题引领和组织不同学科的研究生分

享研究视角和研究进展.２０２１－２０２３年该馆分四

次,从气候政策、气候科学、能源转型和碳储存四个

方面对国际社会关注度很高的“碳中和”专题进行系

列研讨,讨论内容来自该校研究生正在进行的碳中

和、净零温室气体排放、气候风险管理等方面的研

究.不同专业的师生在 “研究茶座”的契机下聚首、
有机会接触到不同的词汇和观点,继而激发个人工

作的新灵感,建立跨学科的合作联系,为最终取得突

破性研究成果创造可能[２８].类似的,英国赫尔大学

图书馆也举办创意工作坊,为准备参与 “Making
SenseofResearch(使研究有意义)”展览的学生搭

建同伴之间以及与专业创意人员开展创造性讨论的

平台[２５].
美国迈阿密大学图书馆为学生们提供奖学金,

资助他们在图书馆开展为期一年的“图书馆研究学

者”项目.该馆每年从多样化的申请提案中甄选出

富有开拓性的设想,然后将申请者和与其研究兴趣

一致的馆员导师进行匹配.学习和研究服务馆员、

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教育)馆员、学习共

享空间主管等作为指导老师,将带领学生们完成“迎
新介绍－指导协助－交付成果－表彰活动”的项目

全流程.通过每周１次的项目组讨论会以及每周５
－１０小时的专门指导,引导和帮助学生充分利用图

书馆的馆藏和服务开发出自己的研究项目、发展个

人的研究技能、创造可与他人共享的知识产品[２９],
最后通过公开展览来庆祝这一独特沉浸式研究计划

的完成.同样的,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图书馆也为

每年参与 GW ResearchShowcase的活动者提供学

术共享中心馆员一对一的预约写作帮助、信息技术

部也为参展者提供各种软件和应用程序的使用

支持[３０].
加拿大布鲁克大学图书馆在其主页“研究指南”

一栏中为用户提供了研究海报制作的保姆式教程,
从基础概念、制作流程、软件工具、设计技巧、引用版

权等环节为用户搭建学习脚手架,提供优秀样本和

失败案例比照,对图像logo、分辨率设置、打印尺寸

等细节也都事无巨细、关照到位[３１].美国加州大学

洛杉矶分校图书馆则在提供研究海报制作指南之

外,于春季学期举办海报工作坊提供面对面的咨询

辅导并赞助海报印刷,从而帮助那些准备参加年度

本科研究周研究成果展示的学生完成展品制作[３２].
加拿大温莎大学图书馆数字学术中心则通过举办一

系列研讨会来帮助研究人员创建独特的数字展览,
展示个人学术工作与研究[３３].

４　国内外大学图书馆研究成果展览服务实施价值

对大学图书馆而言,实施研究成果展览服务的

效益首先直接体现在研究成果传播量的提升上.美

国密歇根大学图书馆追踪了该校教师专著展和年度

庆祝活动之后教师著作成果的流通借阅情况,发现

“９０％的专著至少流通过１次,其中 ５０％的专著流

通了３次或以上”,对比同期入藏的其他书籍“１６％
的至少流通过１次,流通超过３次的只有１％”的情

况[１６](５５３),FAB展架上书籍更高的流通量足以说明

举办展览活动对提升教师专著成果知名度的影响.
其次来自于良好的舆论口碑,如耶鲁大学图书馆就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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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了来自世界各地访客的评价,他们对媒体墙展

览的视觉美学印象深刻,认为这是展示耶鲁大学学

术成就的独特方式[２](６０９).最后表现在有越来越多

的教职员工主动表示想与图书馆策展团队合作展示

自己的研究成果[１３](１３),分享自己的研究心得.
对参展者而言,参与研究成果展览带来的可能

不仅仅是荣誉感、知名度和奖励金,还有重要的合

作、进修和求职机遇.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初级

研究人员凯瑟琳娜因为独特的图形摘要海报获得了

关注,不但当场吸引众多研究人员上前交流、建立起

联系,在展后几个月还获得了合作撰写专著、去国际

著名实验室进行协作研究的邀约[３４];英国萨塞克斯

大学参加“初级研究助理计划海报展”的本科生不但

能获得正式的初级研究员证书,增加简历含金量,而
且能在活动结束之后继续与指导老师一起深入发展

原有的研究,攻读导师的硕士乃至博士研究生[３５];
美国宾州州立大学还邀请相关企业如世界领先的材

料制备公司康宁(Corning)、著名的药品、保健品研

发公司葛兰素史克(GSK)等到场与参展者互动,回
答学生关心的实习和就业问题[３６].

５　思考与探讨

对于大学图书馆而言,在学术交流的一体两

面———传播与获取中找寻自身价值,仍然是一个相

对较新的认识[３７].随着学术研究生态环境的改变,
大学图书馆的角色正在从传统的收集者扩展为校园

学术内容的传播者.对比同样旨在促进知识传播、
参与式学习和学术合作的机构知识库,研究成果展

览服务昭示着大学图书馆正积极从学术交流的幕后

走到台前,其传播方式更为主动、传播内容更为生

动、传播过程也更为互动.同时它还显现出大学图

书馆业务细分化发展、馆员队伍全方位淬炼以及对

外伙伴关系走深走实的发展趋势.

５．１　开启图书馆研究影响服务新场景

研究影响是当前全球大学排名系统中重要的衡

量指标.研究成果展览服务的兴起,昭示着大学图

书馆不仅越来越多地为研究人员和母体高校提供研

究影响力报告,而且也越来越多地关注和帮助其扩

大研究影响.这种以提升成果显示度、扩大影响力、
服务学校科研创新与人才培养的新服务,填补了图

书馆研究支持服务链中“支持成果产出”与“成果影

响测量”环节之间的空白,是图书馆业务进一步转型

和细分化发展的例证.今后大学图书馆还将在支持

本校研究影响力提升方面创新出更多举措,该领域

也将成为图书馆研究支持服务的新热点.

５．２　锤炼图书馆员专业角色新技能

研究成果策展需要将图书馆学术交流馆员、教
学馆员、STEM 馆员、技术服务馆员等专业馆员的技

能优势都纳入其中,在团队合议的项目推进中加速

业务融合、促进馆员间的相互赋能.同时在策展过

程中,图书馆员时而是研究者的助手,时而又是启发

他们展示方式的“艺术家”;他们是主题展的概念建

构者、群展的全局协调者;他们也是展览筹备的外联

公关、运营推广的项目经理策展人的专业角色

促使图书馆员在专业技能之外,锤炼获得包括领导

力、协作力、洞察力、创新力、鉴赏力、社交力等更为

广泛的能力.而这些能力无疑将为大学图书馆实施

更多支持母体高校教学科研使命的创新服务提供有

力保障,为大学图书馆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前进

动力.

５．３　推动图书馆外伙伴关系新发展

正如研究展览服务所折射的那样,当前跨校园

部门之间的合作不但越来越普遍、而且越来越紧密.
在支撑大学学术创新、推动学科发展与人才培养的

共同使命下,图书馆与大学学术事务、研究管理、人
事管理、外联宣传等职能部门尽管分工不同,却也有

工作内容彼此交叉重叠的部分,需要彼此加强合作

以进一步探索“融合运营”[１５](２).尤其是图书馆能够

围绕学术研究生命周期,在“将研究人员与立项资助

机会联系起来”“申报项目书制定”“研究过程支持”
“研究成果的推广与传播”“大学研究声誉的提升”的
全过程中有效连接起校园内这些不同的研究支持孤

岛,加强彼此之间的“互操作性”,发挥出大学图书馆

学术研究服务中心的核心价值,从而推动这种跨校

园伙伴关系达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整合赋能、合
作共赢”的新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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