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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图书馆高品质视觉传播初探

———以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尚美创新”实践为例

□祝帅　陈建龙∗

　　摘要　视觉传播已经日益成为大学图书馆现代化转型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工作之一,它既是

对用户视觉信息需求的一种回应,也是落实大学图书馆美育功能的一个重要场域.此文以北京

大学图书馆近期一系列创新实践为例,对大学图书馆视觉传播的历史、理论与实践中的若干问题

展开探讨,并对大学图书馆视觉传播工作的创新发展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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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从满足大学图书馆用户日益增长的对于

视觉信息的需求来讲,还是就大学图书馆支持高校

全面加强和改进美育的时代任务而言,视觉传播都

已经成为大学图书馆现代化转型发展过程中的重要

工作之一.在新形势面前,大学图书馆纷纷通过一

系列举措,服务于校园美育,打造艺术高地,而其中

通过现代设计手段所进行的视觉传播就是实现这一

目标的重要抓手.在这方面,北京大学图书馆作为

一座有着悠久的美育传统的大学图书馆,在经年累

月的美育实践中,积累了丰厚的美育资源,尤其是在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日图书馆东楼重启以来,通过一系

列以视觉传播为手段的大学图书馆“尚美创新”的实

践,初步积累了大学图书馆在视觉传播方面的案例.
在本文中,笔者将结合有关大学图书馆和视觉传播

理论对相关经验进行阶段性的总结与思考.

１　大学图书馆视觉传播的历程与现状

在某种意义上,图书馆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有

视觉传播方面的职责和需求.在中国现代图书馆建

设之初,已有诸多前辈学者和馆员对“图书馆广告

学”的问题展开过理性的思考.尤其是２０世纪２０
年代后期至３０年代中期,随着对西方图书馆学观念

及其相关研究的引入与介绍,关于图书馆与视觉传

播的话题,一度在民国图书馆学期刊上形成一个小

高潮.
１９２６年,著名图书馆学家刘国钧即在中华图书

馆协会的«图书馆学季刊»上发文,介绍“公共图书馆

之广告术”[１];１９２９年,陶述先也在武昌昙华林文华

图书科的«文华图书科季刊»刊文,介绍“图书馆广告

学”[２].１９３２年第１期«图书馆学季刊»介绍了美国

学者惠勒(J．L．Wheeler)的«广告术的研究»一文,
指出“此文特别注重小图书馆广告术,作者以为此方

面之受忽视,实使社会蒙相当损害.”[３]１９３５年,该
刊再次介绍了凯特科普兰(KateCoplan)的文章

«图像在图书馆新闻广告上之地位»,指出“新闻广告

是使民众注意图书馆故事的最有效方法.但是在这

些新闻广告上,如能继续不断的印出关于展览品的

种种图像,则将有更圆满之结果.”[４]１９３３年,陈影

鹤在«厦门图书馆声»第二卷第五期撰文«图书馆广

告之理论与实际»指出“图书馆之有广告学,为时尤

暂.１９０６年,美国图书馆协会,始有图书馆广告委

员会之组织.该会以种种广告方法,招徕阅众.所

得效果,至为宏著.于是图书馆界,咸知图书馆广告

之重要;群起而研究实施.”该文中还列举了“图书馆

广告”的几种常用手段,包括报纸宣传、张贴壁报、揭
示标语、设置布告牌、印发传单、分送图书目录、出版

图书馆刊物、开图书馆展览会、电影宣传、游行广告

等十四项[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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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以上这些论述更多说的是公共图书馆,而
并非专门针对大学图书馆.李大钊就已经看到:“图
书馆有两种:一是社会的,一是学校的.社会图书馆

的对象是社会一般人民,学校图书馆的对象是学生.
这两种的性质不同,所以形式也不一样.”[６](１６６)“现
在图书馆已经不是藏书的地方,而为教育的机关,所
以和教授法有密切的关系.”[６](１６７)对于大学图书馆

来说,它在公共图书馆的职能之外,还有教育的职

能,是高等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无论如何,民国时期对于图书馆广告学理论与

实践的探讨,为今天讨论大学图书馆视觉传播奠定

了一个重要的基础.但是,仅仅从广告学的角度探

讨图书馆的视觉传播也还只是一个开端.毕竟在整

个民国时期,国际范围内学术界并没有确立“传播

学”观念,更没有平面设计、视觉传达设计等语汇,所
以上述文献中所说的“广告学”,常常是包括视觉传

播和设计的内容在内的.从陈影鹤的文章就可以看

出,与其说这里所列举的内容属于今日所理解的“商
业广告”,不如说和视觉传播的范围更接近一些.随

着２０世纪后半叶传播学理念的确立以及设计学的

发展,视觉传播的观念在今天已经大大拓展.从“广
告学”到“视觉传播”,是传播理念的一次质的提升,
即不仅仅局限在“广告”的既有形态和思维定势,一
切和视觉有关的、有助于图书馆与读者进行沟通的

手段,都是图书馆视觉传播的范畴,它同时研究和解

决功能性和视觉美感这一体两面的问题.
相对于纯艺术,建构于设计学基础之上的视觉

传播有功能性的目的指向,而相对于一般意义上的

实用视觉信息,视觉传播又是利用“视觉”的专业手

段来组织信息传播的一种方式.也正因此,相对于

高雅艺术,视觉传播更有机会与利用图书馆各种资

源的读者打交道.作为一门艺术学、传播学的交叉

学科,视觉传播在今天日益成为一种专业.近年来,
在心理学、传播学、设计学、信息管理学等领域,可视

化与信息设计的问题得到了比较充分的研究.只是

随着专业分工的不断细化,图书馆学与视觉传播的

交叉学科讨论,尤其是可视化在大学图书馆领域的

具体应用反而没有得到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充分重

视.虽然近年来国内外的公共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

在建筑设计、视觉导视、形象识别乃至文创产品开发

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展,但与美术馆、博物馆等领域

相比还显得较为滞后,且多停留在自发的阶段.
心理学的研究已经表明,视觉是人最重要的感

觉,人获取的外界信息中通常有８０％以上经由视觉

渠道,在视觉及其他感觉的基础上,人产生了复杂的

知觉、记忆和思维等心理过程,对输入的信息加以识

别、理解、表达和内化,逐渐认识到事物的本质和结

构.信息服务与可视化在用户和服务者对有关信息

内容的识别、理解、表达和内化等信息应用环节存在

交叉关系[７].在图书馆领域,也有诸多文献探讨大

学图书馆与设计之间的关系,并对图书馆无障碍设

计提出具体的建议等[８].可以看出,图书馆日益提

升的服务意识对当前大学图书馆的信息设计提出了

“可视化”的新的需求,大学图书馆也应该在视觉可

视化方面为用户提供更多的便利.
与此同时,视觉传播作为艺术设计在大学图书

馆中的应用场域,也是大学图书馆美育功能的重要

体现.北京大学校长郝平提出:北京大学图书馆应

该建设成“一流的文献中心、一流的育人平台、一流

的文化殿堂”[９].由此可以看出,大学图书馆作为教

育机构,是立德树人的重要场所,在服务于高校教学

和学科建设方面,大学图书馆不仅是高校文献信息

的中心,也已经成为高校立德树人的重要平台.作

为一种美育手段的视觉传播,和一座现代化、服务型

的大学图书馆有多方面的关系.通过视觉传播的手

段在大学图书馆开展美育工作,也随着北京大学图

书馆的东楼重启提上议事日程.

２　大学图书馆与空间设计

所谓空间设计,包括室外的建筑设计、公共空间

设计和室内的环境设计、展示设计等多个领域,是大

学图书馆视觉传播工作的重要内容.尽管狭义上的

“视觉传播设计”(VisualCommunicationDesign)常
常等同于“平面设计”(GraphicDesign),但这只是在

设计界内部,为了强调视觉设计的平面性区别于建

筑环境设计、产品设计等的三维性而做出的一种约

定俗成的区分.事实上,视觉设计的工作涵盖二维

(平面)和三维(立体)两部分,正因为如此,业界也常

常把“平面构成”“立体构成”“色彩构成”称为设计学

科基础的“三大构成”.其中,空间设计当然是视觉

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学图书馆向来被称作“大学的心脏”,大学图

书馆的建筑与环境设计也是大学校园建筑的中心所

在.在很多高校中,图书馆都拥有独立甚至多栋单

体建筑,因此常常成为一所学校的地标和毕业季“打
卡地”.以北京大学为例,北大校园建筑素有“一塔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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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图”的美誉,其所指均为未名湖周边的地标性建

筑.其中,“一”指的是第一体育馆(一说未名湖南侧

的第一教学楼),“塔”指的是原燕京大学的水塔———
博雅塔,“湖”指的是未名湖,以上三者均为原燕京大

学校园建筑,而“图”指的就是北京大学图书馆.北

京大学图书馆,也是北京大学入主燕园后的新地标.
空间设计作为一种视觉传播,体现了建筑学、美

术学、设计学、风景园林学、景观建筑学等多学科的

融合与交叉.北京大学图书馆东楼在建筑设计方面

堪称典范,采用的是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关肇邺院士

的设计方案.关肇邺院士作为新中国培养出的第一

代建筑师,长期致力于文化、教育建筑的创作和研

究.他擅长将传统建筑元素融入新建筑,创造有中

国特色的现代化建筑;同时又有西方留学背景,他翻

译的«从包豪斯到现在»(新版更名为«从包豪斯到我

们的豪斯»)一书,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许多中国建

筑师、设计师了解“包豪斯”的第一部著作.北京大

学图书馆东楼建筑可谓关肇邺院士的代表作,曾荣

获教育部２０００年度优秀建筑设计一等奖,并入选首

批“中国２０世纪建筑遗产名录”.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
为提高图书馆的安全性和宜用性,北京大学对图书

馆东楼建筑进行了修缮,并于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日举

办了东楼重启仪式.
东楼的修缮维持了原设计仿唐代建筑“歇山顶”

的主体建筑结构,但在细节设计上进行了相应的完

善.“修缮的意义虽然不能和建成新馆相提并论,但
依然可喜可贺,它很可能是图书馆和学校迈上发展

新征程的新起点.”[１０]在色彩方面,修缮维持了原设

计以高级灰(或称“莫兰迪灰”)为基础色系的整体色

调,但又在细节处理上体现出现代感,如将入口处的

顶棚色彩由原先的银色改为古铜色,在与建筑本身

的色彩基调相协调的基础上更加体现出一种厚重

感,让人更加容易联想起盛唐气象.与此同时,重启

后的空间设计也体现出功能导向,即从用户多元化、
“百感交集”的需求出发重新进行空间的规划与设

计,设置了和声厅、新书展阅厅、艺术鉴赏厅、展览

厅、大钊阅览室、名家阅览室等全新的服务空间.
图书馆东楼序厅、门厅进行了全新的设计,新的

序厅被打造成由山东省临朐县有关方面捐赠的景观

石———红丝石“钟灵”和改造后的格栅门共同组成的

“文房”的场景,其中,红丝石是制砚的名贵石材,镌
刻着邓小平题写的“北京大学图书馆”馆名;格栅门

上悬挂着原有的江泽民题写的“百年书城”木匾.在

门厅中后方,矗立着由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吴诗中、王
巍设计的大型青铜浮雕壁画(内嵌显示屏)«人与信

息»,其色彩与东楼入口处顶棚及室内其他金属装饰

的红铜色遥相呼应.２０２１年毕业季,东楼的序厅和

门厅成为毕业生的新“打卡地”,前来拍照的学生络

绎不绝.
步入式新书展阅厅则是又一个展现北京大学图

书馆视觉传播创新的范例,其创意设计与色彩系统

均有可圈可点之处.其中,以象形的篆书“水”字、北
京大学图书馆Logo及汉字和仿博雅塔景观为外观

的书架成为新书展阅厅的主体.这种“具象书架”既
是向现代设计大师索特萨斯所设计的具象人形书架

致敬,又充分考虑了实际功能的需求.在色彩设计

方面,“水”形书架仍采用“莫兰迪灰”色系的灰蓝色

作为整个新书展阅厅的基调,汉字、塔形书架则采用

与墙壁一致的色彩,与整个空间融为一体,北京大学

图书馆Logo书架采用“北大红”标准色.由于新书

展阅厅同时也起到图书馆东南门通向东楼中心区的

“动线”的作用,所以“水”形书架也有人来人往、“川
流不息”的寓意在其中,与其他书架、读者共同营造

出一个“动静清和”的视觉阅读空间.
北京大学图书馆东楼还启动了包括会议室背景

板主视觉、遮光幕帘及室内装饰设计,室内家具(如
书架、阅读桌椅、研修专座等)与陈设设计,南北配殿

区域空间设计等一系列空间设计工作.展览展示设

计也是空间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北京大学图书馆

作为北京大学校内重要的展览展示空间,设有６００
余平方米的展厅,已经成功举办馆藏珍稀文献展、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１００周年主题展,此外,馆内其他

空间也承办了“可爱的中国书”常设展、馆史展、“书
说党史”展等多个展览,致力于探索打造情境式、学
术性相结合的新展览展示设计理念.

３　大学图书馆与平面设计

在设计学理论体系中,就产出作品的体量而论,
平面设计也许是最微不足道的,但是其基础意义却

不可或缺.可以说,平面设计是视觉传播最基础的

元素,以至于在业内常常把平面设计直接等同为“视
觉传播设计”.从基于印刷和传统媒体介质的字体

设计、Logo与吉祥物设计、书籍装帧设计、商品包装

设计、广告招贴设计到新媒体环境下的网页设计、
H５设计、信息可视化设计、动态图形(Banner)设计

等,都包括在平面设计的范畴之内.平面设计包含

２２

大学图书馆高品质视觉传播初探/祝帅,陈建龙

AFirstLookatHighＧQualityVisualCommunicationinUniversityLibraries/ZhuShuai,ChenJianlong



2022

年
第2

期

的子门类又有很多,专门设计书籍装帧的书籍设计

工作室就与专门设计字库的字体设计公司有很大不

同,专门从事包装设计的机构也与广告公司各自为

政.近年来还出现了专门创作 Logo甚至电影海报

的工作室,至于各文博机构流行的“文创”,如故宫日

历等,很大程度上也包括在平面设计的范围之内.
因此,对于平面设计内部的不同领域,也需要分别

对待.
视觉导视系统与一座大楼的功能息息相关,因

此视觉导视系统常常被视作是建筑设计的最后一道

环节.与建筑比起来,虽然导视系统体量不大,但往

往正是这样的“细节”决定了建筑物的易用性和人文

关怀.视觉导视系统设计所组织的信息和元素———
如色彩、指示图形等———基本上属于平面设计的内

容,但它承载着指引人流的功能,因此与空间设计关

系密切.国际上一些知名的建筑设计事务所,往往

都会有为之“贴身服务”的视觉导视设计公司.
北京大学图书馆东楼视觉导视系统设计中,设

计师选取了东楼建筑细节中的“方格”作为基本元

素,色彩选择与建筑主体一致的灰色,以无衬线字体

(中文字体为方正兰亭黑,英文字体为 Akkurat家

族)进行系统设计和深化,并由轻型铝材施工完成安

装.视觉导视是一项系统的设计工程,由于东楼重

启后增加了许多功能性空间,导视方面没有前车之

鉴,同时在使用中也需要不断调整.因此从东楼重

启后,视觉设计系统的细节一直在逐步完善,尤其是

设计师与图书馆的业务部门密切合作与对接,与书

籍搬迁同步完成二层自然科学厅、三层社会科学厅

的书架导视系统的设计与安装.在使用过程中广泛

听取用户建议,逐步完善其他设计细节,如增加多处

导向提示、对楼层导览的平面图朝向进行调整等,得
到了制作公司的配合,较好地完善了用户体验.

视觉系统设计还有利于实现图书馆各个组成部

分的整体化和一体化.现今很多高校中,图书馆不

只有一栋楼,或分散于校园的多个角落,或建立总

馆、分馆的协同体系.由于建筑物并不在一起,所以

在视觉风格上很难一致,此时视觉系统设计就可以

提供一个很便利的抓手,让读者在图书馆的视觉方

面建立起整体的识别性.以北京大学图书馆为例,
不仅有刚刚重启的东楼,也有１９７５年落成的西楼,
还有４０余个分馆.因此,通过导视系统对各馆区进

行视觉秩序的整合是一项远大的工程.
当然,大学图书馆的平面设计也不仅仅体现在

视觉识别系统方面.就大学图书馆而言,其最重要

的收藏———书籍本身就是平面设计的产品,图书馆

本身需要标识设计,图书馆建筑的室内分布、指引等

也需要高度依赖视觉导视系统设计,而图书馆服务

读者最直接的视觉渠道———海报、网站等信息,也有

赖于文字与图形图像的设计与编排.在某种意义

上,大学图书馆的馆员及用户每天都在和平面设计

打交道,但也因此使得平面设计的专业性常常被忽

视.以往在一些大学图书馆中,宣传海报、借书证

卡、中图分类法标识等常常由非设计专业出身的馆

员亲力亲为,虽然工作精神可嘉,但在字体、色彩设

计方面常常缺乏专业设计师的敏感,更遑论很多时

候在馆内张贴的“请保持安静”“请随手关门”等指示

性标语,也是随意打印在 A４纸上而缺乏平面设计

的介入.但问题在于,图书馆又不可能设置专门的

设计馆员岗位.
有鉴于此,北京大学图书馆在东楼重启后,于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依托职能部门用户关系办公室设立了

视觉设计工作室,并面向全校师生征集选拔具有一

定设计基础的志愿设计服务者,在用户关系办公室

的协调配合下,从学生中选拔海报设计志愿者,建立

相对稳定的队伍,加强专业培训、邀请专业设计师授

课,通过统一字体、色彩、版面,逐步建立图书馆视觉

设计标准与规范,服务于馆内各部门.首批工作室

成员确立为９位学生、１名指导教师,一年内已产出

２９套、近５０张海报,提供４套海报设计模板,设计

了迎新季总体活动及系列活动、毕业季总体活动及

系列活动主视觉设计,并承接了新年主题、建党主题

的网站主页海报制作,邀请函、志愿证明书等设计任

务.视觉设计工作室致力于推动图书馆视觉识别系

统规范化.２０２１年６月,视觉设计工作室在“北京

大学图书馆”微信服务号发布线上展览“书香色美︱
图书馆线上海报展”,集中展示了工作室成立半年以

来的设计作品,发布当天阅读量即破千.
在北京大学图书馆视觉设计工作室目前已完成

的各类设计作品中,意义最为重大的当属北京大学

图书馆标志(Logo)的改良设计.北京大学图书馆

的标志为上世纪８０年代沿用至今,设计者没有记

载.该标志具有识别性强、形式现代等优点,但在字

体、图形等方面有些陈旧,存在改良的空间.同时,
在经年累月的使用中,由于缺乏规范,该标志出现多

种不同的应用形式,亟待统一.视觉设计工作室所

进行的改良设计,在保留原创意(图形、色彩)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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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进行细节的微调,使之更具现代感和视觉冲击力,
具体如图１所示.具体方法是,首先,在现有图书馆

的标志设计中确定唯一方案作为核心图形;然后,调
整细节的形式感,其中最主要的是改变图形与字体

之间的比例关系,并以无衬线字体取代原先的有衬

线字体;最后,通过调研、论证、设计等,在学校整体

标识设计的基础上确定图书馆标识系统标准图形、
色彩、字体以及应用规范.这一改良设计目前已经

广泛应用于北京大学图书馆线上、线下各个场合,今
后还可继续延展应用,对信封、名片、PPT 模板、网
站等标识使用进行进一步的统一和规范.

图１　北京大学图书馆标志改良设计前后对比

４　尚美创新:大学图书馆视觉传播的使命

“尚美创新”是北京大学图书馆“四尚”风气建设

内容之一,其含义之一是拓展美育功能,建设美育殿

堂.美育,一言以蔽之,即“美感之教育”或“审美教

育”.专业艺术教育和美育的关系,有些类似于科学

研究工作和科普的关系.已经有学者指出,美育不

同于艺术教育,因为“现代艺术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

职业教育或者专业教育,而美育更多指的是素质教

育.作为职业教育或者专业教育的艺术教育,
更加重视技术方面的训练,作为素质教育的美育,更
加重视趣味的培养.”[１１]

专业的艺术教育往往是在专业类高校或综合大

学的相关院系中展开,但面向非专业学生的审美和

美感教育,只能开设通识类课程,这对于专业艺术教

育机构和院系来说就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大学图书

馆则是一个面向所有院系、专业师生开放的场所,是
大学的常设机构,并且几乎可以涵盖所有艺术类别.
如北京大学图书馆设立的“艺术鉴赏厅”“和声厅”,
就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图书馆只能安静阅读的刻板

印象.因此,大学图书馆在美育方面有得天独厚的

优势,可以让人“百感交集”.事实上,大学图书馆美

育不仅体现在举办艺术讲座、美术展览、播放电影等

外在的环节,还可以从多方面着手介入美育实践,寻
找突破.其中,与读者的日常审美与信息需求息息

相关的视觉传播设计,便是一个亟待打开的突破口,
北京大学图书馆已经开始了相关实践.但大学图书

馆通过视觉传播推动“尚美创新”仍有许多问题和挑

战,在此提出与业界同人讨论.
首先,大学图书馆的设计队伍与机制建设亟待

加强专业性与稳定性.
由于大学图书馆对于信息设计的需求日益增

加,且视觉设计成为日益专业的研究领域,因此,建
立一支以指导教师和学生志愿者为主体的专业人才

队伍,从事图书馆日常所需的各种设计服务势在必

行.但是由于经费、编制等限制,目前很多大学图书

馆尚不存在对应的岗位.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做法是

在综合管理中心成立用户关系办公室,下设协调学

生志愿者服务的专门部门,对内统一招聘具有一定

设计素养和技能的学生志愿者,从事馆内各种专项

设计服务,对外负责与专业设计机构对接,开展空间

设计、展览设计、导视系统设计等大型设计项目的统

筹与合作.目前,通过这种方式建设起来的“视觉设

计工作室”已经初步建立与馆内各部门的协同互动

机制,设计的内容还将逐渐从海报设计,扩展到新媒

体平台、展览展示设计及各类官方短视频等.由于

学生志愿者多来自非专业院系,作为义务工作无法

全时间投入设计工作,且学生本身具有较大的流动

性,所以设计作品的质量和风格的延续性很难保证.
理想地看,有条件的大学图书馆还需要设置专门的

设计管理办公室,承担设计管理职能,与专业设计机

构合作.
在大学图书馆设立设计管理办公室并不是说馆

员要亲自从事各种设计工作,而是做好专业的把关

人,代表图书馆做甲方、用户和专业设计机构对接的

中介.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各种类别的设计都已经

成为非常专业的领域.不同的设计类别之间更可谓

“隔行如隔山”,而各种设计类型作为视觉传播的具

体手段,在大学图书馆中都有不同程度的需求,要求

大学图书馆馆员掌握各种设计的手段和语言,或是

招聘各个设计专业的馆员并不现实.但是,设计工

作又是一项需要和甲方进行积极配合的工作,甲方

(大学图书馆)不需要亲自动手设计,但却需要与设

计公司进行积极的配合.所以,大学图书馆需要的

是既有设计方面的审美素养,又能积极与各个门类

设计公司展开合作的设计管理工作者.同时,该办

公室可以与图书馆标识管理办公室合署办公,建立

健全图书馆标识系统基本体系及使用规范,并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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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图书馆标识系统使用的规范、管理及授权,研发图

书馆定制字体、文创等,进而建设大学图书馆的艺术

品牌.
其次,大学图书馆亟待建立视觉传播的协同创

新机制,通过举办设计展览、开展设计教育等手段,
切实提升用户的设计素养.

此前,北京大学图书馆在协同服务方面策划组

织了一系列高水平专题展览与研讨会,开展系列艺

术培训活动、系列讲座等.但目前此类艺术讲座还

更多体现为高雅艺术、影视鉴赏等,在与日常生活、
与图书馆服务息息相关的视觉传播与设计方面的关

注还不够.视觉传播与设计是心理学、新闻传播学、
艺术学、设计学等多学科交叉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操

作领域.各学科可以分别开展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

视觉传播和美育活动.图书馆的优势在于既能提供

服务和促进相关学科建设,又能整合多方力量协同

创新美学美育.一方面,图书馆可以为相关制造学

科(如工学和交叉学科等)的产品设计、字体设计、图
形图像设计等提供美学美育介入、展览展示和通识

教育空间;另一方面,与公共图书馆相比,大学图书

馆更有利于提供优质的教育资源服务用户,可以邀

请校外的设计业界人士、一线设计师举办设计美育

及视觉传播系列讲座、案例分享等,使之成为侧重于

基础理论类的研究型大学学科建设的重要补充.
最后,突出大学图书馆学术研究方面的专业优

势,加强视觉传播的文献资源建设、收藏序列和学术

研究积累.
与社会上的公共图书馆不同,大学图书馆,特别

是研究型大学的图书馆,在文献资源建设方面往往

具有很强的专业性,服务的人群多为从事学术研究

的专业读者.在艺术文献整理和研究方面,北京大

学图书馆也有着重要的历史传统和文献积累.１９１８
年,北京大学图书馆馆员王岑伯(王峻),曾以线装、
石印的方式在北京大学出版部出版了我国第一部新

式意义上的书法史著作«书学史».如今,大学图书

馆在视觉传播、设计类图书文献的资源建设和阅读

指导方面有天然的优势.在学术研究方面,大学图

书馆应加强艺术设计类文献的专题研究,尤其是视

觉传播服务和设计相关问题的专项理论研究,可以

设置专门的设计学文献资料阅览室,整合相关文献、
数据库及校内专业师资、研究资源,为学科交叉创新

和未来设计学学科建设提供文献、数据资料和协同

服务保障.并且在此基础上牵头申报馆藏艺术及美

育文献整理与研究项目,设立有关课题,成立虚体研

究机构,举办设计文献论坛,发表、出版相关研究成

果,成为全国高校设计艺术文献研究的中心.
与此同时,大学图书馆还有条件建立完善艺术

设计收藏和专题展示序列,尤其是在书籍装帧设计、
字体设计等方面,大学图书馆有收藏、展示与开展数

据库建设的条件.以北京大学图书馆为例,作为国

务院批准的首批国家重点古籍保护单位,馆藏包括

１５０万册中文古籍,其中２０万册善本,这些古籍善

本不仅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其装帧、字体设计等本

身也是设计史上的杰作.目前北京大学图书馆的艺

术文献收藏以拓片为大宗,初步建立了完整的拓片

收藏序列.大学图书馆还可有意识地进行月份牌

画、连环画、海报设计、“世界最美的书”等视觉传播、
设计的专项收藏与展示、出版.当然,和其他收藏序

列一样,对设计作品的收藏和展示也要建立严格的

准入制度,才能在起到甄别品鉴作用的同时,更好地

对广大师生用户进行审美设计和视觉传播素养的

教育.

５　结语

“不同阶段,图书馆事业的发展重点会有不同领

域.当前,通过馆员全面发展、资源全面升级和用户

全面受益,力行服务空间优化、科研布局优化和事业

生态优化,实现服务管理转型,恐怕是许多大学图书

馆的重点领域.”[１２]«北京大学图书馆十四五发展规

划»中也提出“打造促进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地标

式教育空间”和“充分发挥审美育人、环境育人功能”
的具体任务.作为应用美育的一个重要途径,视觉

传播的水平与专业程度无形中反映出大学图书馆的

审美品位与文化软实力,当前已经开始为包括北京

大学图书馆在内的各大学图书馆所重视,但无论从

用户日益增长的现实需求还是视觉传播所能够触及

的应用领域来看,都还存在着很大的改进空间.本

文的目的在于抛砖引玉,以期引发更多对大学图书

馆视觉传播问题的关注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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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irstLookatHighＧQualityVisualCommunicationinUniversityLibraries
—TakingthePracticeof“ShangmeiInnovation”atPekingUniversityLibraryasanExample

ZhuShuai　ChenJianlong

Abstract:Visualcommunicationhasincreasinglybecomeoneoftheimportanttasksintheprocessof
modernizationandtransformationofuniversitylibraries．Itisbotharesponsetothevisualinformation
needsofusers,andanimportantaspectoftheaestheticeducationfunctionofuniversitylibraries．Takinga
seriesofrecentinnovativepracticesofPekingUniversityLibraryasanexample,thispaperdiscussessome
issuesinthehistory,theoryandpracticeofvisualcommunicationinuniversitylibraries,andmakessugＧ
gestionsfortheinnovativedevelopmentofvisualcommunicationinuniversitylibraries．

Keywords:UniversityLibraries;VisualCommunication;ArtandDesign;AestheticEducation;InforＧ
mation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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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DigitalResourceConstructionStrategyBasedonCitation
AnalysisofAcademicOutputsofInstitutionalRepository

ChenYadi　ShiShuying　ZhangXuelei　ShaoJing

Abstract:Nowadays,universitylibrariesaregenerallyfacedwiththeseriousproblemof“thegrowth
rateoffundingislowerthanthepriceincreaseofdigitalresources”．Howtouselimitedfundingtomeetthe
needsofdisciplineconstructionanddevelopmenthasbecomethecoreproblemoflibraryliteratureresources
construction．Tomakeeverypennyworth,libraryshouldfocusonthecoreinformationneedsofusers．In
ordertocomprehensivelyevaluatetheleveloflibraryliteratureconstruction,thearticleproposesananalyＧ
sisprocessbasedonthecitationanalysisoftheacademicoutputsofinstitutionalrepository,toexaminethe
“collection”and“absence”ofthecoreresourceusedbyuniversityanditsschoolsandestablishesasolution
thatcanbepromoted．

Keywords:CitationAnalysis;InstitutionalRepository;ConstructionStrategy;DigitalRe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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