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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图书馆空间再造与服务转型
∗

———以沈阳师范大学图书馆为例

□王宇　王磊

　　摘要　空间再造是新时代大学图书馆转型发展的重要举措,是图书馆应对挑战的重要抓手

和最佳选项.文章基于对沈阳师范大学图书馆空间再造的定位、体系、功能、过程以及特色的介

绍,提炼出空间再造应采取的方针和策略:依据服务对象确定空间管理原则、新型服务方案与再

造空间相契合,认为空间再造是图书馆服务变革的优选路径与转向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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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知识殿堂的图书馆,已履行了第一代、第二

代的历史使命,以崭新的姿态走向第三代.第三代

图书馆的特征是:“以人为本,注重人的需求、可接近

性、开放性、生态环境和资源融合,并致力于促进知

识流通、创新交流环境、注重多元素养和激发社群活

力.”[１]这一代图书馆的重心是聚焦服务效能,重视

空间的服务内涵与价值.为此,大学图书馆必须重

视空间再造,将其纳入发展规划.

１　图书馆空间再造的缘起与演进

１．１　为何强调空间再造

一是传统模式与时代发展相矛盾.第三代图书

馆“注重人的需要”,传统图书馆的资源与空间难以培

育多元素养和激发社群活力,不适合新时代的要求.
二是图书馆转型发展的必然选择.在用户需求驱动

下,图书馆迫切需要建立一种虚拟与实体相融合的新

空间形态,打破固定空间的局限性,利用开放并无限

延展的网络力量,将用户、活动放到一个广域空间[２],
传统布局必须转型了.三是业界的明确导向与政策

支持.２００９年第７５届 国际图联(IFLA)卫星会的主

题之一是“作为第三空间的公共图书馆”,受到国际图

书馆界的普遍关注,引领、推动了图书馆空间再造的

世界潮流[３].中国图书馆学会连年下发“关于开展全

民阅读活动的通知”,阅读文化新空间被不断催生.
四是空间文化的深厚积淀与推动.图书馆是社会文

化公益机构,是民众阅读、研究、创造以及开展文化活

动的特定场所;大学图书馆与生俱来就是服务于教学

科研的文化基地和学生的第二课堂,积淀了深厚的空

间文化,需要不断与时俱进.
１．２　空间再造的优势在哪里

美国大学与研究图书馆协会(ACRL)近几年重

点针对学生的成功进行了一系列调研,提炼出图书

馆对于学生成功的作用之一是:图书馆空间利用是

对学生学习成功的有力支持[４].大学图书馆的空间

利用在培养人才方面的服务效能和服务价值有了新

的突显.图书馆对传统空间进行改造,针对不同读

者、不同专业、不同研究课题的需要,营造了许多大

小适宜、布局合理、虚实兼备、舒适便捷的空间场所,
统称为 “信息共享空间”(InformationCommons,
IC),展示了适应网络时代需要的环境优势:一是基

于开放获取的思想,确保对信息的开放获取和利用,
推动信息资源共享和自由获取,支持读者学习、创意

和实践.二是基于服务创新的思想,把信息共享空

间作为整合空间、资源与服务的推动转型发展与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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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新式服务的动力与保障.三是基于主动服务的理

念,将空间与网络结合,有利于人们用多维的、即时

的方式来管理信息,灵活进行交流互动,这让被动留

守的传统空间望尘莫及.

１．３　空间再造始于何时

在内“忧”外“患”形势的逼迫下,国外大学图书

馆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便悄然掀起了空间改造的浪

潮.１９９２年８月,美国爱荷华大学图书馆“信息拱

廊”的使用,成为全球“IC”建设的起源.“信息拱廊”
是空间、资源和服务的集成,支持信息的开放获取,
全面培养读者的信息素养,促进读者的学习、交流、
协作、研究.此IC形式一经诞生便被美国、加拿大、
英国等世界各国的图书馆所接受并流行起来[５].据

美国研究图书馆协会(ARL)２００４年７月公布的一

项调查报告,其成员馆中开展IC服务的已占３０％,
建成的IC已达百余个,IC代表着大学图书馆发展

的新潮流,对图书馆界新一轮服务创新的影响极其

深远[６].２００４年,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图书馆的IC
改造正式开始,至今已实现李伟南图书馆等９个分

馆的空间改造,目前共有小组研究区１４个,学习、会
议、研讨录音等共享空间３４个[７].２００８年,韩国延

世大学新建的三星图书馆,设有１６个学生合作空

间、１６个研究室、８２个笔记本座席,构造了集学习、
研究、讨论和娱乐多种功能为一体的IC[８].我国香

港地区高校图书馆的空间改造起步较早,如香港中

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等.在内地,岭南大学图书馆

等也较早打造了IC.２００５年,上海图书馆原馆长吴

建中的«开放存取环境下的信息共享空间»一文首次

将“信息共享空间”这一词语引入国内图书馆界[９],

２００８年,复旦大学江湾校区图书馆的IC开放.此

后,IC建设在内地大学图书馆如火如荼展开.

１．４　空间再造的演进

自１９９２年开始,图书馆空间改造经过整整２５
年的发展与创新,呈现出许多新形态,如:信息共享

空间(InformationCommons,IC)、学习共享空间

(Learning Commons,LC)、知 识 共 享 空 间

(KnowledgeCommons,KC)、研究共享空间 (ReＧ
searchCommons,RC)、大学共享空间(University
Commons,UC)、全 球 信 息 开 放 获 取 共 享 空 间

(GlobalInformationCommons,GIC)以及创客空间

(MakerSpace,MC)等[１０].这些不同模式空间的诞

生是图书馆与本校情况相结合的产物.由于空间服

务的目标与愿景不同,空间内涵也在不断丰富拓展.

LC强调通过各种有效手段来促进协同学习;RC侧

重于对教学与研究人员学术研究的支持;KC强调

对知识获取、共享管理和知识创造活动的支持;UC
则把整个校园视为一个开放获取空间,通过校园内

各个部门及组织间的联合,共同支持师生的教研与

学习活动;GIC强调基于虚拟网络环境支持人们对

全球信息随时随地开放获取与共享[１１].这些模式

标志空间服务从单纯的信息共享向为综合型学习与

知识创造提供支撑方向转变,虽然名称上有所区别,
但改造建设的主旨与目标是共通的,并具有普遍性、
适应性、灵活性、公共性等基本特征,同时具有自由、
宽松、便利、积聚资源和人气的功能.各种空间的打

造顺应了大学生人际交往和共同学习的需要,在这

里大学生不仅像过去那样阅读、学习和写作,也可以

享用数字化信息、交流、研讨、创造和展示等,是最能

体现多样性和活力的学习空间.

２　沈阳师范大学图书馆的空间再造

大学图书馆升级改造的空间的共性是功能复合

的共享空间,但每家的特殊个性使空间呈现多元化.
如复旦大学视觉艺术学院图文信息中心的“信息共

享区”、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的２４个小组学习室、南
京师范大学的多媒体艺术阅读体验空间、华南师范

大学的至善堂、同济大学的闻学堂等,均成为各馆的

空间服务品牌.这里仅以沈阳师范大学图书馆(以
下简称沈师图书馆)的空间再造实践为例,探讨如何

实现空间再造与新型服务融合,探索图书馆服务变

革的优选路径与转向模式.

２．１　沈师图书馆的概况

沈师图书馆在２０００年校园异地换建时落成,面
积２６８００平方米,阅览座位４２５０个.近年来,图书馆

通过空间再造不断探索新型服务模式,取得丰硕成

果,先后获得“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度沈阳市先进集体”称
号、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中国图书馆学会授予的“全民阅读

先进单位”称号[１２]、２０１７年“沈阳市最美图书馆”称
号、２０１７年度,中国图书馆学会授予的“全民阅读示范

基地”称号、２０１７年１１月中国图书馆学会授予的“第
三届领读者阅读空间大奖”,２０１８年,明德讲堂荣获

中国图书馆学会“发现图书馆特色人文空间”活动一

等奖[１３],这些奖项见证了该图书馆空间再造的成效.

２．２　空间再造的理念与定位

转型发展理念与明确的目标定位是制定或实施

具体行动方案的前提.沈师图书馆面对新时代的挑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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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积极主动寻求服务转型,经过一系列学习考察、
调研访问等活动,统一认识,确定了创新服务体系:
一个空间;二个平台;三个中心;四个定位;五个支

持;六项举措.其宗旨是:以“读者为中心、创新为动

力;资源为保障、技术为支撑;文化为引领、助力教学

研.”创新服务定位于:“以人为本、读者之家;知识服

务、第二课堂;信息主导、共享空间;文化传承、精神

家园.”发展愿景是:围绕学校发展战略,不断创新服

务模式,着力建设一个更加开放、舒适、便捷、充满生

机活力的智慧型图书馆.
２．３　空间再造空间体系

沈师图书馆空间改造的设计理念是:在空间定

位上,既与原建筑空间和而不同,又与新空间布局和

谐统一.在空间功能上,既紧密围绕学科发展和人

才培养目标,实现其使用功能,又能多元利用,体现

其精神功能.在用户需求上,既充分考虑学科专业

主体用户的文化品位及行为习惯,又顾及普通读者

对空间求全、求新、求方便舒适的心理需求.改造后

的空间体系为:(１)学习研讨空间:开辟规模不等的

交流研讨空间,并配备投影、教学一体机等设备,方
便开展小组式讨论、学术交流、教学研讨、社团活动、
班会、沙龙等,以交流分享推进知识创新.(２)信息

素养教育空间:配备多媒体教学管理软件、投影等设

备,支持开展包括新生入馆教育、文献信息检索课、
数据库培训、嵌入式教学、专题培训等信息素养教育

课程.(３)阅读空间:围绕经典阅读、专业阅读、有声

阅读、大众阅读打造不同风格的空间,可依托空间开

展讲座、沙龙、诵读、影视赏析等活动,培养读者阅读

习惯.(４)创客空间:围绕学校协同育人创新发展的

工作思路,以创意为引领,以资源为保障,为大学生

创新创业、文化交流提供专业设备、交流空间和展示

平台,服务于学校的双创教育.(５)文化展示空间:
用于艺术作品、历史文化、时事政治等内容的展示和

宣传,营造文化氛围,实现文化育人.至今一系列相

对合理、功能齐全、绩效突出的 LC已经建成,成为

图书馆转型服务的新亮点.
２．４　空间改造面积变化

改造前图书馆的传统功能分区主要为１０个区

块,东南面５个书库,西南面５个阅览自习室,东北面

为古籍室和多媒体室,正北面多为办公室.随着时代

发展,这种封闭式格局已不合时宜,为了与时俱进转

型发展,图书馆首先对实体空间进行大刀阔斧的改

造.从２０１１年至２０１８年,进行了书刊密集整合、局

图１　沈师图书馆空间再造空间体系

部拆除、空间再造、布局调整.变成了５大区域２２个

学习共享空间,经历了从文献服务→信息服务→知识

服务→空间服务→智慧服务的转变过程.原有空间

整体实现了彻底改造,变化空间面积３０００余平方米.
作为学生第二课堂、学习交流与知识创新的场所,充
分考虑了空间的采光、照明、通风、隔声、隔热、安全等

物理环境以及装饰、造型、色彩、绿化、生态等人文气

息因素,给予读者好的体验和美的感受.

图２　沈师图书馆空间改造的面积变化情况

２．５　再造空间的系统功能

沈师图书馆再造的空间包括:学习研讨空间２
个;信息素养教育空间２个;阅读空间８个;创客空间

７个:文化展厅１个.再造过程中,十分重视软硬件工

具设施的配置,根据共享空间的主体功能,配备相应

的智能工具和设备.交互电视、教学一体机、投影设

备、电钢琴、录音设备、３D打印机、Kindle电子书阅读

器、KUKE电留声机、云CD、小米科技产品和智能家

电等软硬件设施一应俱全,打造了功能多元强大、环
境优美清新的学习共享空间.２０个空间是基于本校

培养目标和学科建设需要而设计的,以主体功能命

名,可兼容其他活动.图书馆坚持努力打造成开放、
智能、多元、舒适的学习、交流、分享、创新空间.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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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沈师图书馆的学习共享空间及其功能

空间名称 设置与服务功能

读者研讨空间

共设有７个大小不同的研究间,分别可容纳８~２０人.内设有电脑、网络接口、投影

仪、电子画板、黑板等设备,方便师生开展小组式的学习讨论、学术交流、教学研讨、社

团活动、班会、沙龙、竞赛等.读者可以通过网络预约使用.

语言交流空间

每周五晚上６~８点,图书馆读者协会将组织留学生或外国语学院专业学生与读者进

行会话交流,提升读者学习外语的兴趣,同时也为外国留学生学习中文提供机会,提高

其口语表达与交流能力,让读者快乐轻松学外语.

启智学术研讨空间

图书馆与管理学院合建的学术研讨空间,国际化的设施与风格,适宜举办中小型会议

及学术研讨活动.两侧书架陈列着由管理学院教师推荐、图书馆负责采选的５００余种

管理学专业经典,为空间注入了浓浓的阅读元素,可开展专业导读、研讨、创意、读书沙

龙等活动.

写作指导空间

该空间提供数字资源使用指导课件、专业论文写作指导图书、各类中英文参考工具书

等.读者可以网上预约该空间,请专业教师为其做论文写作指导,或请图书馆老师以

小组或一对一的形式进行毕业论文写作指导.

信息素养培训教室

共设立三个培训教室,每个培训室均设有交互电视、教师用机、学生用机和投影仪,用

来开展包括新生入馆教育、文献信息检索课教学、数据库培训、嵌入式教学、专题培训

等信息素养教育课程.

明德讲堂

明德讲堂专为阅读经典而设立,旨在为喜爱读书之人开辟一方清净素雅之地.讲堂面

积约１２０m２,内藏国学经典及文学、法律、哲学、教育学、心理学、管理学、社会学等专业

经典共计两千余部.讲堂内除读书外,还可举办专业经典导读、读书沙龙和读书分享

等阅读活动.

星空创意绘本馆

是图书馆紧紧围绕学校支柱性与标志性专业建设,为学前与初等教育学院量身打造的

集教学辅助与阅读推广于一体的创意空间.绘本馆具有阅读、教学、讨论、创作和展示

等多种功能,其设计采用“星空”主题,着力打造自然、活泼、富有童趣的阅读环境.

影音播放空间

室内收藏２万余种、１０万余片世界经典原著影片、科普影片、教学用视听资料、随书光

盘,供师生进行多媒体教学、影视沙龙、学术研讨等使用.空间设有高清播放区,配置

投影设备,可同时容纳５０人.

音乐鉴赏空间

配备４台电钢琴和４台留声机,内置 KUKE音乐数字图书馆的经典音乐资源,１３０万

首音乐曲目、４０００小时音乐视频作品、６０００种乐谱;数字化电钢琴弹奏教程、练习曲谱

等;数字留声机:以电脑或触摸屏为载体,多种风格曲目和视频５０００余条;云 CD:２０００
多个专辑可随时收听.

经典诵读空间

空间按照标准的录音棚建设,经过专业的隔音处理,配备功能强大的先进录音设备、投

影设备及编辑工具,为全校师生诵读研讨、朗诵训练、名篇朗读、歌唱等活动提供音频

录制服务.同时可兼用于微课录制,可实现同屏多素材同步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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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名称 设置与服务功能

休闲阅读空间
因地制宜,在一楼楼梯转角处,利用舒适的家具设施打造闲适的阅览区域,空间可用作

喝咖啡、交流、研讨、阅览、休息等活动,为读者提供轻松愉快的学习环境.

盛文园丁书店

盛文北方新生活师大园丁店,是辽宁出版集团与沈阳师范大学图书馆共同打造的省

内首家集图书借阅、平台社交、学术交流等功能为一体的品牌连锁校园书店.书店定

期举办阅读推广和学术交流活动,为广大师生打造一个让人悠然流连的书香之地 .

创客加油站

室内配备精选的最前沿的创新创业方面的纸质图书和期刊等文献资源,甄选优质电子

资源,配备电子阅读器,为创新创业提供资源和资讯支持.可开展平台推介、导师辅

导、创星经验分享等活动,为学生的“双创”增添政策、市场、人文环境等方面的“燃料”.

创客大讲堂

邀请社会创业精英、校友创业榜样、创业导师为有志创业的同学进行双创辅导,开展讲

座、报告、发布会、真人图书馆等双创辅导活动的多功能平台.使读者开阔眼界、启迪

思想.

创意研讨区

为读者进行创意思维训练、体验和实践创造活动的场所.鼓励大学生通过讨论创意、

交流梦想、分享成功、协同互动,让思想高能碰撞,不断发现优秀创意、好“梦想”、金“点

子”,并研讨如何通过完整的加工制作流程将创意变成现实.

创意展示区

为全校师生创客读者提供教学、科研成果,展示学习收获和创意作品的宣传展示空间.

如已开展过的“大学生时装设计展览”“机器人模型展览”“书画展”“摄影展”“小制作作

品展”等.

视频编辑空间

拥有非线性编辑系统、高清摄像机、３D打印机、扫描仪、刻录机等设备,读者可以学习

并实践图像处理软件、音频视频编辑软件、网页制作软件、统计分析软件、各种编程语

言功能,通过学习特效、剪辑、动画、３D技能,开展视频编辑制作、多媒体课件制作、光

盘制作、网站设计等.

慕课录制空间

配备先进的录音设备及编辑工具,方便教师、读者进行慕课、微课、翻转课堂等大规模

网络开放课程的录制、剪辑等编辑工作,为教师微课件备课减轻负担,方便学生预习和

课后复习,补充课堂教学和延伸课外培训自习等,促进互联网开放课程及知识传播.

新功能体验空间
配备３D打印机、扫描仪、各种工具和操作实验设备,读者可享用走进IOS、３D打印、视

频编辑技巧、微课与慕课、光与影的世界等最新数码设备的数字应用终端体验服务.

文化展示空间
装备丰富的灯光照明系统.定期举办主题文化展览,打造文化艺术长廊.并将校训、

沈师赋、校歌镌刻于馆内展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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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　再造空间的特征

图书馆经历了从以藏书为主到藏、借、阅合一再

到以人为主的转变,更加注重人的需求,其功能正在

从资源的藏与用转变为知识的交流与创新.无论在

工程设计、室内设计、照明智能、空间陈设以及装饰

色彩、绿植选择等视觉设计方面,还是在活动策划、
组织指导、服务技能以及开拓创新服务等方面,均体

现简约而不失优雅、大气而不失灵动、时尚而不失内

涵、个性而不失精准的风格,可以满足师生各种教学

创意活动的需求.
再造空间的特征是:(１)虚实交融,多元并举.

各个空间体现了主观与客观结合、实在与虚拟交融、
当前与未来相济的愿景;可实现求知与创意多元取

向、引领与服务多元并举,内涵丰富,外延无边.(２)
嵌入专业、涵育文化.根据学校培养目标和学科建

设来组织实施,空间建设嵌入学科专业,根据专业设

置进行空间布局,在推展空间主体内容的基点上,涵
育其他文化教育需要.(３)设施智能、舒适便捷.将

空间再造的设施智能化和设计人性化置于首位,空
间设备采取现代化智能化顶配;设计美观、典雅,配
置组合式、多功能家具;空间充满艺术气息和学术研

究氛围.(４)管理科学、规范有序.空间的使用规则

齐备,空间利用全部实行线上预约、免费使用,专业

馆员跟踪服务,并实行质量监测与评估.(５)全面改

造,特色突出.空间改造比较彻底,功能齐全,服务

全面,效率甚高.“经典诵读空间”“星空创意绘本

馆”和“创客空间”等颇有独到之处.尤其是“星空创

意绘本馆”,目前在大学图书馆空间再造实践中绝无

仅有,它是师范类大学学前与初等教育专业发展所

必需,关乎“儿童阅读决定民族未来”的新教育的良

性发展[１４].空间改造秉承第三代图书馆的建设理

念,致力于促进知识流通、创新交流环境、注重多元

素养和激发社群活力.

３　沈师图书馆空间再造与新型服务的融合

沈师图书馆敢于突破,大胆做读者需要的事,做
前所未有的事,积极策划新型服务与空间再造的融

合.仅２０１８年,空间累计预约使用４１万人次,利
用空间开展活动２６０余场,参与读者近１７０００人,空
间利用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效.

３．１　支撑教学科研

(１)辅助教学.积极依托新空间辅助教学工作.

①嵌入式教学.将信息素养教育嵌入专业课堂,与
专业课程有机结合.目前共与６个学院１０余位教

师保持长期合作.２０１５—２０１８年共嵌入１２个学院

的专业课程,授课时长１４６学时,受教育人数１２８７
人.②提供专业教学资源.为教师制作和获取课

件、视频等专业教学资源,２０１５~２０１８年指导和协

助教师制作课件３０余件,获取专业教学资源１３１
件.③支持教学活动.利用空间＋资源支持教师开

展教学活动近５５０场,参与人数８２００余人.④微讲

座.以开展≤１０分钟讲座的形式向院系教师推荐

图书馆最新资源、新型服务、文献获取新方法等.⑤
新书目.按照学校的学科设置,每月将相应学科的

馆藏新书目推送给各个院系教师.⑥学科馆员日.
学科馆员每月到院系现场推送馆藏资源,解答教师

各种咨询,这种方式使教师觉得更方便更贴心更有

针对性.⑦数字资源推广月活动.开展数字资源推

广现场活动,面向全校师生,推广馆藏数字资源及移

动端访问方式,为师生推送更为便利的数字资源访

问方式.
(２)辅助学习.在新空间开展辅助学习服务更

为方便.①毕业论文写作指导.开设论文写作指导

专题系列讲座;开设«毕业论文写作精讲精练»通识

选修学分课程,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累计授课２７０学时,
受教育人数３９８人;利用写作指导空间开展预约式

辅导以及论文写作大赛活动.②小学期活动.一是

利用小学期开展个性化定制服务,针对学科专业特

点设计主题活动.二是开展专题培训,２０１５~２０１８
年开展培训５７场,受教育人数２８４８人.为粮食学

院、数学学院、管理学院等１２个学院开展中外文献

信息检索、论文写作与投稿等服务.三是影视展播,
利用影视空间配合教学辅助学习,如为生命科学学

院学生展播“地球家园”,为马克思主义学院展播“自
然辩证法———尼罗河的惨案”等.四是竞赛,如戏剧

艺术学院的“iH５设计大赛”,生命科学学院的“信息

检索赛”等.③主题阅读活动.利用小学期,联合文

学院、外国语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数学与系统科

学学院,开展“守工匠之心 习为师之道”主题阅读活

动,引导沈师学子心存匠人之道,争做优秀“教书

匠”,助力学校教师人才培养.如向忱讲坛:“一方清

水方可为匠”;真人图书馆:“愿学高为人师,持匠心

为人范”.共组织活动７项,参与读者５００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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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助力人才培养

(１)信息素养教育.信息素养是指以辩证式思

维,有效认知、查询、获取、利用和交流信息,促进学

习、研究和创新的一种综合能力.图书馆于２０１３年

９月成立“信息素养教育中心”,以“培养信息素养,
促进终身学习”为目标,不断拓展教学内容,丰富教

学手段,所采取的活动方案有:①专题培训.开展多

元主题培训,２０１３年起与学分挂钩,吸引更多读者

走进培训课堂;２０１４年起增设论文写作指导专题系

列讲座和新空间新功能推广专场讲座.２０１５~２０１８
年共进行专题培训１８０场,参与４１３５人次.②学分

课程.图书馆共有文检课教师８人,２０１５~２０１８年

累计授课１０２０学时,受教育人数１３９０人.拟定统

一的教学大纲和教案.从２０１３年起自编自用由高

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信息检索教程»,已再版４次.

③网络课程.自主研发了文献信息检索网络课堂,
该系统获辽宁省文化厅２０１２年度图书馆应用科研

成果一等奖.２０１５年推出系列视频微课程“微知
威动力”信息素养教育百项微讲座,目前已上线１０１
个视频.④信息检索大赛.自２０１１年起连续９年

举办本科生信息检索大赛,通过比赛提升实践能力,
检验 学 习 成 果,参 与 学 院 ２１ 个,参 与 读 者 ３５００
余人.

(２)培育双创能力.①打造创客空间.打造的

创客空间由创客加油站、创客大讲堂、创意讨论区、
创意展示区、新功能体验空间、视频编辑空间、慕课

制作空间等７个空间组成.创客空间具有多元功

能,利用率很高.②嵌入双创教育.一是嵌入创新

创业基础课程.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共有２０人次担任创

新创业基础课程教师,共授课６４０学时,１５２３人接

受教育.二是指导双创项目.有１０名馆员担任大

创项目指导教师,指导大创项目２２项,其中国家级

项目１项,省级项目６项.“青年梦想家基地”项目

获２０１６年“创青春”辽宁省大学生创业大赛铜奖.
三是开设职业技能培训讲座.帮助大学生增长技

能,提升求职竞争力.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共开展摄影、
茶艺、调酒、视频编辑、书法技巧等培训讲座４０场,
参与读者８５０余人.③搭建双创平台.依托创客空

间,为大学生提供创意作品展示、创新思想交流平

台,２０１５~２０１８年共开展“创新商业工作坊”“爱创

青春”等创意展示活动１５场.④引领创业方向.一

是邀请校内外双创名师、成功企业家做客创业大讲

堂,讲述新时代的创业观念与创业理念,分享创业智

慧,助力学校双创教育.近３年共邀请企业家刘奇

等５位创业导师做报告,参与读者７００余人.二是

邀请青年创业典范与大学生读者分享创业经历.

２０１５~２０１８年共开展９场创业真人秀交流活动,参
与读者６４０余人.

３．３　协同文化育人

(１)传统文化系列讲座.图书馆贯彻«高等学校

图书馆规程»中关于图书馆是校园文化和社会文化

建设的重要基地的精神,重视发挥在学校人才培养、
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中的作用.自

２０１５年起,开展了汉字之美、古籍之美、书画之美、
非遗之美等多系列文化讲座及“墨香中秋,竞猜天

下”中秋猜谜活动,“粽情粽意迎端午”系列活动,“中
秋诗话,写意芳华”迎中秋品诗词等传统文化系列活

动４７场.
(２)红色文化主题阅读.紧跟时代步伐,紧扣时

事热点,开展红色文化教育系列活动.如“红色追

寻,不忘初心———纪念长征胜利８０周年主题阅读”
活动,“忆长征,读书吧”活动,“读长征史,铸中华魂”
主题书展等多项活动.又如“迎接十九大主题阅

读”,通过“不忘初心”系列主题片展映,“大地情深”
学雷锋服务基层,“苦难与辉煌”迎接十九大主题书

展,“铭记历史,开创未来”十九大图文展等活动,涵
养大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主旋律.

(３)地域文化主题阅读.以主题阅读促进文化

积累,以文化探寻激发阅读兴趣.如“奉天烽火,盛
京记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７０周年主题阅读”活动,
先后开展“苏联红军出兵东北始末”等“向忱讲坛”活
动３场;“皇城印记”“重温革命记忆,延续红色精神”
真人图书馆２场;“战火中的铿锵玫瑰———抗日巾帼

英雄图片展”“硝烟中的红色记忆———纪念抗战胜利

７０周年著作展”２场,参与人数达１１５０余人,引导大

学生在阅读中铭记历史,传承民族精神.
(４)宣传沈师文化.将校训、沈师精神、沈师赋、

校歌镌刻于馆内空间,实现沈师文化内涵与空间布

局的完美融合.并开展各种活动营造校园文化氛

围.一是毕业季活动.每年６月针对毕业生开展借

阅记录私人订制、毕业照约拍、校友卡申领、数字资

源带回家等暖心活动,增加毕业生的爱校情怀.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累计开展活动３４项,向毕业生发放

校友卡４００张.二是迎新季活动.每年９月针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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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开展揭示馆藏、宣传服务、实地参观、互动交流等

多种活动,让新同学在第一时间了解图书馆、喜欢图

书馆,加深图书馆与读者的感情.三是“沈师文库”
建设.目前共收集本校论著１００５种.

图书馆依托改造后的空间,集合了社会、校内各

职能部门、阅读推广人团队、学生社团以及院系专业

指导教师等多方面的力量,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阅

读推广活动,开设多元化创意课程,将图书馆真正打

造成学生的第二课堂,吸引全校学生将学习注意力

集中在图书馆,各种活动无不让学生产生意犹未尽

的感觉,提高了学生对图书馆的黏着力和依赖感.

４　大学图书馆空间再造的体验与思考

目前,一些大学图书馆或借助新馆建设,或对旧

馆舍进行改造,完成了新的空间规划与布局.前者

相对容易,后者困难重重.沈师图书馆完全处于后

者的境地,其改造过程的体验或许具有启示意义.

４．１　基于改造项目制定空间再造策略

(１)确立转型理念.新时代变迁推动事物创新

发展的趋势和力量不可抗拒.就图书馆转型发展而

言,与其无动于衷、墨守成规,不如积极主动、与时俱

进.沈师图书馆的工作理念是视野开放、善于学习;
积极进取、行动敏捷;紧跟时代、开拓创新.率先实

现全开放大流通的管理模式,较早开展学科服务,倡
导服务社会化,积极推进全民阅读,精耕细作进行空

间再造,打造 LC 服务模式,探索创客空间新服务

等,每一步均是艰苦前行.在空间再造中基于本校

培养目标定位,注重内涵建设和外延发展同步推进,
努力创新图书馆服务,满足读者多样化需求,建立文

化自信,形成了图书馆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

久的力量.
(２)寻求多元共建.沈师图书馆的空间再造也

是在经费不足的情况下艰难前行,在寻求校内支持、
社会捐助、馆企共建、众筹众创等多元协同共建方面

取得成功.空间再造工程除得到学校专项投入外,
还得到有关部门的支持,实行一种共建共赢的合作

方案.如“星空创意绘本馆”是与沈师学前与初等教

育学院合作;“启智阅读书吧”是与管理学院共建;
“盛文北方新生活园丁店”是与辽宁出版集团共同

打造.摒弃了等靠要的做法,主动沟通寻求支持,尤
其在发展“双创”教育的时代,为图书馆改造投入是

一些院系明智的选择,所以寻求多元共建不失为解

决经费问题的途径之一.
(３)科学整合资源.整合各种资源是空间再造

的基础,空间服务强调整合资源实现便捷共享.沈

师图书馆空间再造对资源进行了彻底整合.一是物

理空间资源整合:先后拆除了４个楼层的８面隔断,
按楼层网柱结构调整布局２０多个新功能共享空间,
组建了书店与咖啡厅.二是各种文献资源整合:对
近百万册利用率低的纸质图书和保留纸质期刊实行

密集管理,扩大电子文献的订购与大型数据库采进,
加强声像资源、校内资源的建库,建立虚拟资源的利

用平台等.三是部门人力资源整合:根据空间服务

的角色需要,将原有部门进行改组,按馆员的学历、
资历、能力和工作动力组建新服务团队,对服务对象

实行细分与精分,履行对资源配置开展细化服务的

职责,在服务方式、内容和手段上让读者得到满意的

服务.
(４)融入先进技术.空间再造必须融入现代新

技术,既体现以人为本的宗旨,又实现自助服务,节
省劳动力.在空间再造中,首先考虑设备的更新与

升级,按照空间的用途保证设备健全完善.如“创客

空间”配置了交互电视、教学一体机、投影设备、３D
打印机、扫描仪以及小米科技产品等,采取优质顶

配,多元开发绩效.同时,根据本馆的发展特点和服

务模式,有选择地引进新技术.全馆保证无线网络

全覆盖及高网速,以形成便捷的资源共享环境下的

泛在服务,发挥再造空间的兼容性、共享性和交

互性.

４．２　依据服务对象确定空间管理原则

(１)利益相关者共享.空间设计是以读者体验

为中心,但在空间服务系统里读者不再是单一的服

务中心,只是众多“利益相关者”中的一部分.在整

个空间服务生态系统中,所有读者、馆员、阅读推广

人、数据库商、参建者等均是利益相关者,必须让这

些利益相关者共同来建立、提供、享受新空间服务.
如沈师图书馆的“盛文北方新生活园丁店”和“星
空创意绘本馆”,其中辽宁出版集团、学前与初等教

育学院即是重要的利益相关者(参建者),他们是共

同参与建设的合作伙伴,在提升用户体验与馆员满

意度的同时,也要达到这些合作方的既定目标.
(２)服务管理优先权.空间服务管理优先权原

则,是指某个空间或某项服务已有读者提出预约或

安排计划,在规定期限内应享有优先权.对于提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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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约者,任何后来的申请者都不应有干扰或影响.
空间服务优先权原则是空间管理机制的核心,用以

规范用户管理、平衡空间服务的营销价值和用户体

验诉求[１５].在特殊情况下,空间服务管理需要牺牲

读者诉求以遵循服务生态系统原则.如图书馆规定

“创客讨论空间”每次使用２小时,读者若想续用,也
应遵循空间管理规定,不能影响其他读者的预约使

用.这时“优先权原则”具有“法”的效用,是规范读

者行为、确保空间服务流程有效执行的重要管理

规则.
(３)服务对象分众化.为使全校各学科读者都

有第二课堂的去处,空间设置在尽可能满足一般泛

在需求的前提下,应注重特殊、个性化的专业需求;
在提供普遍服务的前提下,要提供有针对性、精准化

的服务,这是分众服务的原则.即在普适性服务基

础上,对服务对象实行了细分,按照用户类型分门别

类地提供有针对性的精准服务,如“语言交流空间”
的主要服务对象是留学生和外国语学院的学生;“星
空创意绘本馆”主要服务对象是学前与初等教育专

业的学生等.有的以专业、基础学习、学术研究分

类;有的以校内、社会服务分类;其核心是提供更精

准的空间服务,既能满足刚性需求,又能照顾柔性需

求;既能担纲拓展性需求、又能保障条件性需求,从
个性化出发,提升服务的品质与绩效.

(４)全方位跨空间体验.其原则是为满足所有

读者在任何时间、任何空间都能学习的需求,从实体

空间渠道、网络虚拟渠道、移动阅读渠道等全方位提

供服务.沈师图书馆在空间服务中坚持以人为本,
空间再造从全方位、多元化资源配置层面进行把握,
将各个空间的角色、服务触点、读者需求、视觉审美

有机地结合起来,既给予读者“海量信息知识体验”,
又提供读者“美妙空间艺术体验”,让读者在体用高

端技术工具、获取深层知识、激发灵感创意的同时,
体感优美环境、灵动装饰、舒适家具等所带来的潜化

影响.无论专业、无论团队,只要读者有诉求、有预

约、遵守规范,图书馆必定提供给所有读者无任何差

别、自由利用的体验,使读者对图书馆产生意犹未尽

以至流连忘返的体验效果,进而增加读者对图书馆

的黏性.

４．３　策划与再造空间相契合的新型服务方案

(１)服务策划与再造空间相平衡.图书馆空间

再造后需要一系列工作跟进才能真正实现其功能,

亦即由空间再造而派生出一系列服务创新,而只有

找准新空间与新服务的平衡点,才能赋予图书馆新

的活力与能量.图书馆的空间再造不能以削弱其基

本职能为代价,只有平衡好用户服务与空间再造之

间的关系,突出文献信息保障的核心功能,才能使再

造空间更具有竞争优势而得以长久发展.图书馆空

间再造既要保证设施功能完备,又要注重馆员服务

水平以及活动设计平衡发展,先后策划开展的近百

场活动使各个空间预约排队,座无虚席.各种新型

服务活动与再造空间相契合,真正实现转型与服务

创新.
(２)职能部门与众多机构相协同.图书馆各个

空间的活动需要集合众多部门合力完成,才更容易

获得支持和保障.协同合作中要注重内外兼修、深
化协作.在校内,与教务处、学生处、团委、研究生

院、大学生创新中心等部门合作,融入互联网＋、众
筹等理念,做实创新服务.在校外,加强与社会力量

联合,共建共享信息资源与创新服务.沈师图书馆

近３年与中国图书馆学会、辽宁省图书馆等机构合

作开展大型研讨会１０余场;连续３年聘请１０位社

会名人开展系列经典报告近４０场.馆内各种活动

均采取通力合作、系统配合、确保成功.协同合作使

思路更开阔、资源更丰富、能量更强大、活动更时尚、
服务更新颖,再造空间的价值与效益更突出.

(３)空间再造与机制创新相结合.空间再造促

进服务机制创新:一是改组部门建制,对传统的部门

按照新型服务进行改组重建.如建立阅读推广部、
读者活动部、资源建设与推广部等新部门.明确规

定各部门工作的标准,各部门在各司其职基础上实

行多部门配合联动,形成新空间服务人人有责,责无

旁贷.二是提升馆员素质.空间再造让图书馆走向

一种新的业态,他们必须在某个领域具备扎实的基

本功和思维前瞻性.其提升途径主要采取外出学

习、技能培训、临境体验、自主学习、实战演练等方

式,将自身转变为知识提供者、技术支持者、硬件维

护员、教学合作伙伴等新角色.三是健全管理机制.
主要包括:运行机制、驱动机制、约束机制等.这些

管理机制规定了共享空间管理系统各要素之间的联

系及运行,是决定管理功效的核心和关键.

５　结语

综上所述,图书馆空间再造推动了服务转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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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转型反过来实现了空间的价值.沈师图书馆运用

新观念、新理论、新思路、新方法、新技术,营造了新

空间、新环境,开创了新服务、新局面.新时代图书

馆的适应转型与快速增长,推动空间服务与创新服

务向纵深延展.大学图书馆的未来发展,务必以满

足用户需求为目标,以新型服务为核心,创造第三代

图书馆的未来发展场景,编织知识化、智能化的服务

网络,让智能图书馆走向读者,让图书馆真正成长为

“天堂”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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