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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高校图书馆捐赠调研及启示

□刘斐∗　李菁楠　姚兰

　　摘要　分析了所调研的欧洲高校图书馆开展捐赠工作的工作模式、政策流程、回馈方式、宣传

方式等,并列举部分特色案例.同时,针对我国高校图书馆的实际情况,提出可供参考和借鉴的建

议,包括:明确捐赠方向,建立特色馆藏;丰富捐赠模式及品种,拓宽捐赠渠道;分类完善捐赠政策及

流程,规范捐赠管理;争取学校及社会支持;注重捐赠整理与揭示,发挥捐赠价值及影响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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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捐赠工作是高校图书馆丰富馆藏、收集特色/特

殊藏品、缓解经费压力的重要途径,有助于图书馆实

现自身文献收藏、保存和传播的使命,促进对特色馆

藏的学习和研究.同时帮助图书馆扩展和私人藏书

家、学者、企业等社会关系的深度和广度,提升社会

影响力、知名度和声誉.
近年来,部分国内高校图书馆开始重视捐赠工

作.捐赠工作的有效开展加强了特色文献收集的力

度,如浙江大学图书馆寻求日本、韩国等国知名学者

及机构捐赠,已收集２万余种东亚文献,在东亚文明

特色文献建设上已具规模[１].在精品捐赠揭示手段

上,通过特色人文空间等创新活动,以及数字化等技

术的应用,不断深化捐赠文献的影响力,使捐赠文献

走上前台,走入用户[２－４].如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的

“捐赠书房”通过集中展示优质捐赠文献,并定期举办精

品赠书展、读书沙龙、传统文化阅读等活动,弘扬和传承

校友治学的精神,使更多人了解并参与到捐赠中来[３].
但就大部分国内高校图书馆而言,依旧缺乏捐

赠意识,工作比较被动[５],且存在捐赠模式及回馈方

式单一、宣传意识不足、捐赠制度及流程不完善等缺

陷[６－８].本文通过对欧洲高校图书馆网页的调研,
汇总和分析了海外高校图书馆开展捐赠工作的情

况,以期为我国高校图书馆提供参考借鉴,并推动捐

赠工作的积极开展和可持续发展.

２　调查方法

采用网络调研法,选择«泰晤士高等教育»“２０２０年

世界大学排行榜”排名前１００位的欧洲高校(共３７
所)[９],浏览其图书馆网页,并以“donation”“donor”
“giving”“gift”为关键词,进行站内搜索.德语、法语及

瑞典语网页通过翻译以上关键词收集相关内容.
在所调研的３７所高校中,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

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图书馆网页无法进入,卡罗

林斯卡学院、慕尼黑工业大学、代尔夫特理工大学、
鹿特丹大学、格罗宁根大学、柏林大学医学、苏黎世

大学及亚琛工业大学共８所高校图书馆未发现相关

内容.因此,本文主要调研并论述了其余２７所高校

图书馆的捐赠情况.当高校有多家图书馆时仅调研

最大的综合馆,如英国牛津大学仅调研博德利图书

馆,德国海德堡大学仅调研比格利图书馆.

３　调查结果

３．１　捐赠模式及相关政策

欧洲高校图书馆捐赠主要包含五种模式,采用

数量从高到低依次为:①实物捐赠(２２家),②捐款

(１７家),③寄存(６家),④交换(５家),⑤志愿捐献

时间、精力及技能(简称“志愿者”,３家),详见表１
(捐赠模式以序号表示).５６％的图书馆采用多种模

式,采用３种及以上的有９家,采用２种的有６家.

２２家可找到捐赠政策(或说明).其中,实物捐赠、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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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寄存及志愿者多为独立政策,交换多作为不入 藏捐赠的处置方法.
表１　欧洲高校图书馆捐赠模式及政策

高校名称 捐赠模式
实物捐赠 捐款

路径 政策名称 路径 专项

牛津大学 ①②⑤ 关于→政策与报告
馆藏管理政策

(一般捐赠＋特藏)
访问→支持我们 有

剑桥大学 ①②③
关于→管理→

政策规定

捐赠政策、档案和现代

手稿馆藏发展政策
给予→捐款 有

伦敦帝国理工学院 ①②
关于→图书馆政策→

馆藏政策
捐献

关于我们→支持

(链接至学校基金会)
有

伦敦大学学院 ① 关于→政策规定
捐赠政策、

馆藏管理政策

爱丁堡大学① ①②③

信息服务→图书馆→
研究馆中心→关于

馆藏政策(特藏)

图书馆之友 捐赠(一般捐赠)

信息服务→关于ISG→组织

→图书馆与大学藏书→资助

者和朋友→图书馆基金会

有

慕尼黑大学 ① 无

伦敦大学国王学院 ①②③④

借书 礼物和捐赠

学校主页
图书馆与馆藏:

礼物和遗赠政策

校友会→回馈→图书馆

洛桑联邦理工学院 ①

服务 采购政策及捐赠

关于→文件政策→
馆藏发展原则

捐赠和捐款

海德堡大学 ②
学校主页→给予→
学术计划与图书馆

鲁汶大学 ①②⑤

关于→支持我们 书或收藏

特殊馆藏→关于

→支持我们
分馆政策

关于→支持我们→捐款

巴黎文理研究大学 ② 学校主页→捐献

曼彻斯特大学 ①③
关于→政策

捐赠政策(一般捐赠＋
特藏)、馆藏管理政策

使用图书馆 书籍和资源

瓦格宁根大学 ①② 常见问题 收藏礼物 大学基金会资助 有

阿姆斯特丹大学 ①② 联系 捐献 学校主页→大学基金

莱顿大学 ①②④ 支持我们 捐赠书籍和其他材料 支持我们→捐赠→捐款 有

柏林洪堡大学 ①②④ 关于 交换和捐赠 检索→历史收藏→图书赞助 有

乌得勒支大学 ① 捐赠协议

华威大学 ①③ 使用图书馆 捐赠

索邦大学 ① 实用信息 捐赠文件

００１

欧洲高校图书馆捐赠调研及启示/刘斐,李菁楠,姚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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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图书馆归于学校“信息服务”,组织架构与其他高校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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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名称 捐赠模式
实物捐赠 捐款

路径 政策名称 路径 专项

弗莱堡大学 ①④ 组织结构 论文、赠品和交换点

布里斯托大学 ② 校友会资助 有

图宾根大学 ① 无

巴黎综合理工学院 ① 无

巴塞尔大学 ② 关于→捐赠|赞助商 有

赫尔辛基大学 ①②④
联系图书馆 向图书馆捐赠

使用图书馆 馆藏政策

联系图书馆→向图书馆捐赠

(链接至学校捐赠)
有

隆德大学 ② 大学活动款资助

格拉斯哥大学
①②

③⑤

图书馆A－Z→
关于馆藏

档案馆和特别

馆藏发展政策

馆藏→档案服务→
关于→支持我们

有

３．１．１　实物捐赠

通过调研收集到实物捐赠政策２８份①,其中一

般出版物捐赠政策２４份,特藏捐赠政策６份.７份

位于«馆藏发展政策»或«馆藏管理政策»中,１份位

于«捐赠协议»中.鲁汶大学图书馆分馆等还基于主

馆捐赠政策制定了分馆捐赠政策.捐赠政策内容主

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１)入藏标准.①符合馆藏发展政策,对超出政

策的捐赠不予入藏;②捐赠用于支持大学的教学研

究,学术价值是决定是否入藏的最重要的标准.１０
家图书馆建有捐赠收集方向或特色捐赠专题.如牛

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曼彻斯特大学图书馆等收集

本校教职员工的学术出版物,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索
邦大学等高校图书馆重点收集自身优势学科及特色

专题的相关出版物.也有的图书馆对捐赠语种有要

求;③原则上不接受重复出版物(包括与电子出版物

重复),除非需求量较大,或用于替换破损馆藏;④物

理状态良好,曼彻斯特大学图书馆还要求捐赠无灰

尘、霉菌或任何危害馆藏的污染物.为避免失去高

价值捐赠,剑桥大学图书馆等有例外说明,可考虑入

藏物理状态不佳或有巨额保护费的稀有或独家材

料[１０];⑤明确不入藏品种,包括复印本、流行小说、
商业出版物、单行本、过时教科书及期刊、有版权争

议的捐赠、非随书电子出版物.部分图书馆接受数

字捐赠,并允许有学术意义、链接持久有效、无所有

权的开放获取资源与资源发现工具链接,华威大学

还建有详细的数字捐赠存储指南.
(２)图书馆权利.１７家图书馆明确捐赠所有权

及处置权,可选择性入藏、编目、存储、排架、展览等.

有权拒绝并处理不入藏捐赠,处理方式包括:转赠至

其他图书馆、博物馆或校内部门(１０家)、交换(３家)
及出售,出售所得用于发展馆藏(８家).伦敦帝国

理工学院、华威大学２校图书馆会将其提供给二手

书店,如 Anybook．biz等.弗莱堡大学图书馆还可

在捐赠者提供运费的前提下退还捐赠.
(３)流程及费用.１４家图书馆要求捐赠者事前

联系图书馆,其中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拒绝未联系的

捐赠.柏林洪堡大学及瓦格宁根大学的图书馆还要

求捐赠者提前检索馆藏,避免重复捐赠及不必要的

运输费用.通常一般出版物捐赠由分馆馆员/学科

馆员或专家评估入藏,大型捐赠及特藏则需与图书

馆联系人提前讨论,如伦敦大学学院图书馆会就其

入藏、存储、分类、保存等进行详细沟通.部分图书

馆通过«捐赠协议»说明双方权责并共同签署.费用

上,有图书馆要求捐赠者负责运输费用,瓦格宁根大

学图书馆还需捐赠者承担部分大型捐赠处理费.

３．１．２　捐款

捐款方式和渠道比较多样,可一次性、定期或遗

产捐赠.运营方式采用基金会筹款或专项筹款.格

拉斯哥大学、莱顿大学等８校图书馆建有独立的图

书馆基金会,可在图书馆网页直接筹款,或由专人负

责捐款事宜.６家图书馆在大学校友会、基金会等

建立图书馆子基金或子项目,捐款页面链接至学校.
如赫尔辛基大学图书馆“捐赠教科书”捐款链向学校

“支持我们”栏目子选项,阿姆斯特丹大学图书馆在

学校基金会下创立子基金“泰阿蒂斯图书馆基金”,

１０１

欧洲高校图书馆捐赠调研及启示/刘斐,李菁楠,姚兰

SurveyandAnalysisonEuropeanAcademicLibraryDonation/LiuFei,LiJingnan,YaoLan

① ２份«馆藏管理政策»中同时包含一般出版物及特藏捐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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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以“学术文化遗产”项目成为大学基金会支持的４
个关键方向之一.此外有３家图书馆的项目资金来

源于学校资助.
捐款用途多样,项目筹款专款专用.包括:①资

源购买.如海德堡大学图书馆项目筹款用作资源预

算,鲁汶大学图书馆支持捐助特定分馆以扩展相应

学科资源;②馆藏修复、编目及研究.如牛津大学博

德利图书馆的图书修复保护计划筹款,剑桥大学图

书馆的“TaylorＧSchechterGenizah研究室”依赖捐

款对１９３０００份中世纪手稿片段的保存、编目和研

究;③数字化及数字人文项目.如图宾根大学对本

校１８－２０世纪近１５００份讲义笔记的数字化;④图

书馆改造,包括空间设施改造及网络软硬件升级等.
如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图书馆筹款支持了中央图书馆

装修,并支付了其岩石分馆的托管升级及安全测试

费用;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利用捐款改善了一站

式检索平台.此外捐款还用于开放获取项目(赫尔

辛基大学图书馆)、特殊职位雇佣(曼彻斯特大学图

书馆)、学生培训及藏品保存保护技能分享(爱丁堡

大学图书馆)等.巴塞尔大学、爱丁堡大学等高校图

书馆也有不限用途的捐款,将依所需用于图书馆各

个方面.

３．１．３　寄存及交换

寄存是一种“暂时捐赠”行为[１１].开展该服务

的６家图书馆,其服务对象、年限及费用各不相同.
其中曼彻斯特大学图书馆通常只与慈善团体、社团、
企业等法人机构签订保存协议,非特殊情况至少寄

存２０年.格拉斯哥大学图书馆的服务对象亦限于

企业.爱丁堡大学图书馆会收取寄存手续费.部分

图书馆需签署寄存协议.如华威大学«寄存协议»的
主要内容包括:①寄存品(含数字记录)为寄存者所

有,至少寄存１０年;②图书馆负责安全保管及整理

寄存品,并在版权法及协议约束下享有副本制作权;

③寄存者或需承担寄存品存储、维护或管理费用;④
临时或永久撤销寄存需提前６个月提交书面说明,
永久撤销需寄存者承担所有服务及运输费用.

部分图书馆将不入藏的捐赠与其他图书馆或私

人藏书家交换,以扩大馆藏,增进联系.柏林洪堡大

学图书馆还分学科提供了交换文献清单,方便有意

向的图书馆联系交换事宜.

３．１．４　志愿捐献时间、精力及技能

鼓励学生及公众捐献时间、精力和技能助力图

书馆.在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志愿者申请表中,
需填写服务时间、兴趣职位、培训需求、消息获取渠

道等,方便图书馆安排工作及更好地拟定宣传策略.
其志愿者支持了特藏的分类和归档、研究、评估和交

流活动等,还可作为导游服务来访者.除分担馆员

工作,志愿者也通过知识和技能帮助图书馆开拓了

业务.如志愿者在鲁汶大学图书馆展览中设计了游

戏等多媒体程序,丰富了展览形式.

３．２　回馈及宣传

良好的回馈与奖励能增加捐赠者的信心及荣誉

感,激发捐赠热情,也是重要的宣传方式.欧洲高校

图书馆以线上线下联合宣传及多种回馈方式建立并

维护了与重要捐赠者的联系.
回馈及奖励方式主要包括:①在实体出版物及

发现系统中注明“捐赠”.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图书馆

等在征得捐赠者同意后,将捐赠者详细信息卡放入

捐赠出版物,或在馆藏目录中注明,捐赠者可随时了

解捐赠的入藏及使用情况,也利于图书馆展览时快

速提取同一捐赠者的捐赠文献集合;②在捐赠网站

宣传.剑桥大学数字图书馆在捐赠网站阐述捐赠者

贡献;③捐赠者署名权.莱顿大学图书馆以特殊贡

献者命名图书馆房间;④图书馆之友.通过展览、讲
座等活动、发送«通讯»、校内商品折扣券、服务优惠

(出版优惠、学术期刊访问权限、图书借阅服务等),
加深与捐赠者的纽带关系,并为捐赠者提供认识交

流的机会;⑤捐赠仪式及新闻报道.举办重大捐赠、
大额捐款的捐赠仪式,并以新闻报道揭示捐赠文献

的学术价值和捐款使用情况等,表达图书馆的感激

之情.瓦戈宁根大学图书馆还在新闻报道中介绍捐

赠者的学术成就,本校捐赠者会链接至校内关联页

面,提高学者的影响力.此外,如伦敦帝国理工学

院、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等高校图书馆还通过校级新

闻扩大宣传;⑥展览.如弗莱堡大学图书馆设捐赠

展览区,巴塞尔大学图书馆举行重要捐赠者专题展

览等.此外图书馆之间还可租赁馆藏(包括捐赠)
展览.

在网页宣传方面主要包括:①栏目设置.以实

物捐赠为例,１２家图书馆的实物捐赠位于主页一级

栏目下,方便读者查找.９家图书馆将其置于“关
于”栏目,也有置于“使用图书馆”“借书”“服务”“常
见问题”“支持我们”等栏目下.为使用户充分感知

捐赠的存在及意义,捐赠相关内容会出现在馆藏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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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政策/捐赠说明、数字图书馆、展览等多项内容中;

②“捐赠故事”或“捐赠感言”.赫尔辛基大学图书馆

借助学校“捐赠者及其故事”栏目,讲述捐赠者的捐

赠初衷、与校园的感情等,激发共鸣,并在图书馆“捐
赠教材”栏目中,以学生感言鼓励更多人参与.

３．３　特色活动及案例

３．３．１　通过数字化项目保护和开放馆藏

１０家图书馆开展馆藏(尤其是特藏)数字化项

目筹款,促进馆藏的保存保护和持久提供.莱顿大

学图书馆在大学基金会及社会捐款支持下逐步启动

了亚洲馆藏数字化项目和独有馆藏Panji手稿的数

字化,并与复旦大学图书馆合作开展民间诗歌资料

数据库共建[２].此外,该馆还通过“领书计划”支持

读者捐款帮助指定特藏的修复、详细编目及数字化.
柏林洪堡大学图书馆将珍贵馆藏逐步数字化并免费

提供,改善了旧有馆藏的可及性.剑桥大学数字图

书馆更将数字化内容扩大至文化手工艺品.欧洲高

校图书馆还通过图书馆之间的合作共建数字化项

目.如德国２０所高校图书馆在德国研究基金会资

助下,共同参与了“１８世纪德语国家/地区版画清

单”项目,分类并数字化了德国和德语国家纸本文

献.爱丁堡大学图书馆也通过项目合作帮助其他图

书馆数字化其馆藏.
这些数字化馆藏大多向全球读者免费开放,或

提供部分开放获取.数字化馆藏使进一步开展虚拟

展览、数字人文、特色专题数据库建设等成为可能,
也持续推动了全球读者的使用、学习和研究.

３．３．２　培养学生的收藏及捐赠意识

校友是潜在的慈善家、收藏家,也是高校捐赠的

重要来源.培养学生的收藏、捐赠和分享意识是大

学教育的重要方面.欧洲高校图书馆的培养方式主

要有:
(１)开展教材回收项目.让学生在接受和释放

善意的循环里建立捐赠意识,同时满足学生的教材

需求,减轻购书经济压力,促进资源循环利用.曼彻

斯特大学图书馆开展“教材救援计划”,学生可将使

用过的教材投入还书箱,由图书馆将其转赠给新生.
该项目自２０１３年实施已转赠了数千本优质二手教

材.为适应不断更新的教材内容,图书馆往往限定

教材回收年限.如赫尔辛基大学图书馆仅接受当前

学位要求下的二手教材.
(２)设立收藏奖学金.培养学生主题收藏的习

惯,通过展览鼓励展示和分享,并纪念和宣传重要捐

赠者.其中奖学金来源于捐款.欧洲高校图书馆中

首个此类奖项是２００６年剑桥大学的玫瑰藏书奖

(RoseBookＧCollectingPrize).活动要求藏品由学

生收集并拥有,申请时除提交清单外,还需简要介绍

收藏主题及意义.专家小组以收藏主题的智慧性、
独创性和连贯性,以及申请人对藏品主题的定义和

形成收藏时展现的思想、创造力和毅力作为评判标

准.奖金为５００英镑,并免费享有１０年图书馆之友

会员资格.格拉斯哥大学及爱丁堡大学２校图书馆

也设有类似奖项,获奖者除以上奖励外,还可通过举

办展览分享藏品.

３．３．３　提供捐赠实用信息

部分欧洲高校图书馆提供了捐赠者可能用到的

信息及建议,包括藏品价值评估方法和处理渠道.
如曼彻斯特大学图书馆列出旧书评估渠道及二手书

店网站,捐赠者可通过网站的“捐赠换钱”支持该图

书馆.格拉斯哥大学图书馆提供了一般出版物及古

籍的估价参考及保护方法的网站.华威大学图书馆

除提供如当地慈善商店、二手店、易趣(ebay．com)、
亚马逊(amazon．com)等销售渠道外,还提供出售给

该校学生的网址.
在捐款方面,提供图书馆开销专业信息,使捐赠

者了解并制定合适的捐赠计划.如牛津大学博德利

图书馆揭示不同金额可购买的书目保护材料:２５英

镑可支付５个存储展示用的馆藏保护盒,１００英镑

可支付１份覆盖手稿的专业羊皮纸等.赫尔辛基大

学图书馆则从资源管理及读者使用角度解释电子

书、纸本书的购买价格,使捐赠者在资助采购时能更

专业地分配捐款.

４　对国内高校图书馆捐赠工作的启示

４．１　明确捐赠方向,建立特色馆藏

特色馆藏是图书馆核心竞争力的体现,是精准

化学科服务的重要资源[２].目前国内高校图书馆多

注重收集本校学术成果,忽略了对于学者学术收藏、
本校学术史料和学术档案等的收集.高校教师以教

学和科研为目的而收集的文献学术性高、专业性强,
且贴合学校学科特色,可有力补充图书馆专业文献

资源保障的不足[１２].更进一步,图宾根大学等欧洲

高校图书馆通过收集教职工私人信件、学生讲义等

丰富校园记录.国内高校图书馆可参照其做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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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思路广泛征集,促使图书馆成为校园文化收藏及

推广的重要阵地,并结合学者成果及学术收藏,形成

更完整的机构学术特藏.
依托本校学科特色、优势馆藏及地方特点建立

捐赠收集方向,以支撑大学优势学科发展,发扬和扩

大特色馆藏,保护和宣传地方人文资源,提供地方学

术研究资料,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专题馆藏.如爱

丁堡大学«特藏政策»所述,将继续收集现有优势馆

藏,包括馆藏代表性作家或收藏家的作品等,并列出

包括中国、伊斯兰和中东等在内的重点收集方向.
馆员也要善于发现并形成具有如共同主题思想或研

究方向、同一收藏家或作者、相同时期等共性藏品集

合,开拓新的收集方向.建立定期评估制度,及时调

整及修订收集方向.

４．２　丰富捐赠模式及品种,拓宽捐赠渠道

欧洲高校图书馆捐赠模式及品种多样,可针对

不同情况灵活选取,以尽可能地获取捐赠,也方便捐

赠者以不同方式为图书馆贡献力量.反观国内,目
前高校图书馆多以图书捐赠为主[１３],捐赠模式及品

种单一.未来应注重扩展,如在捐赠模式上,①捐

款,依本馆情况积极拓展捐款渠道.知名度高的高

等院校,可效仿欧洲大学基金会建立海外募捐渠道;

②寄存,我国图书馆该服务主要面向古籍[１１],但也

应重视专题性、系统性、有价值的现代书刊藏品.积

极灵活地寻求各类文献品种,特别是具有重要学术

价值的灰色文献,如联系出版社捐赠以替代部分采

购[１４],将免费或无所有权的学术资源链接到发现系

统等.而随着电子文献的快速发展,图书馆也应为

数字文献捐赠做好准备.

４．３　分类完善捐赠政策及流程,规范捐赠管理

针对不同捐赠模式及品种制定和完善实物捐

赠、捐款、寄存等政策,并出台单独政策保障特藏等

重大捐赠的获取.在政策内容上,规范捐赠双方权

责,包括所有权、版权、知情权、处置权等;并细化条

款,如实物捐赠除包含目前较多涉及到的入藏标准、
处理方式外[１５],还应补充捐赠收集方向、费用、捐赠

品种限制等;捐款要揭示并应用我国及海外捐赠优

惠政策,说明捐款途径、额度及可选项目等;寄存需

明确年限、服务对象、费用等.此外,还应形成多种

回馈及奖励方式,如每年通报使用率较高的捐赠,并
以图书馆部分服务或校内优惠等表彰奖励捐赠者,
使他们在获得荣誉感的同时,也能得到实惠.

规范捐赠流程:①赠前查重及沟通,减少馆员工

作量及运输费用;②制定捐赠、交换、寄存等协议;③
学习欧洲高校图书馆坚持原则、不妥协、不滥收的态

度,建立严格的入藏评估制度,强调捐赠入藏需符合

馆藏政策及收集方向,具有学术价值,能服务于高校

教学科研.建立入藏评估小组,并吸收分馆馆员或

学科馆员以控制捐赠质量,对重要捐赠、特色捐赠邀

请学科专家共同评估;④建立责任到人的反馈机制,
定期更新捐赠网站,向捐赠者反馈捐赠使用情况、捐
款用途等.

通过完善政策及流程,规范捐赠管理制度,使工

作公开透明,有据可依,亦能提高高校图书馆的社会

公信力,提升公众对捐赠的认识,有利于图书馆获取

优质捐赠资源.

４．４　争取学校及社会支持

高校图书馆捐赠工作的开展离不开学校各单位

的支持.在校友会、基金会等建立图书馆子基金及

筹款项目,并联合学生工作部、校团委等共同开展捐

赠活动.借助学校声誉、传播力和影响力,在学校网

页、微信、微博等媒体渠道宣传捐赠活动,发布重大

捐赠新闻、捐赠故事等,扩大社会影响力.与院系合

作,收集教职员工的学术成果.还可效仿鲁汶大学

心理和教育科学图书馆,该馆建议学者及院系将基

金购买的文献捐赠给图书馆,或向图书馆提供购买

清单,订购者可优先借用较长时间,用毕退还图书

馆,供其他用户使用.
加强馆际间的合作,包括建立长期交换及资源

互借展览的联系,并寻求馆与馆之间及海外图书馆

之间的共建,以丰富资源.争取国家及地方支持,申
请相关基金项目,参与地方捐赠平台的建设.如德

国藏书创造知识项目(ExlibrisＧWissenSchaffen)旨
在弥补德国大学及其图书馆日益增长的财政赤字,
支持校友对母校图书馆的捐赠.柏林洪堡大学、图
宾根大学２校图书馆均参与其中.

社会层面,寻求企业赞助或冠名图书馆活动或

项目.基于所属高校学科特点或地方特色,鼓励相

关组织、企业向图书馆捐赠或寄存其不在保密期内、
有重要学术意义的灰色文献,使资料可开放给学术

研究使用.作为回馈,图书馆可举办特定展览或开

放部分资源,及提供服务优惠、员工技能培训等,为
企业发展提供便利,互利互惠地建立起密切、长效的

合作关系.注重名人捐赠,关注文化名人,提升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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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敏感度,主动寻求潜在捐赠人,提升捐赠概率,
并借由名人效应引导捐赠.

４．５　注重捐赠整理与揭示,发挥捐赠价值及影响力

及时整理和评估捐赠,不积压,使其及时入藏、
上架及流通.补充编目中捐赠文献的相关字段信

息,使用户在检索时可了解出版物来源,提高捐赠文

献的感知度.著录捐赠者详细信息,由捐赠者决定

是否开放.详细编目重大捐赠,深度揭示其学术价

值.建立标签,便于分类及主题展览时捐赠文献的

快速提取.对不入藏捐赠,以转移、交换、出售或“漂
流”等形式发挥其价值.

注重揭示,使优质捐赠“活”起来.创新捐赠文

献的特色品牌活动.部分欧洲高校图书馆以多样的

形式促进人们对特藏及重要捐赠的认识及研究,同
时表彰捐赠者.如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热衷向公

众展示和诠释馆藏,并通过讲座等活动吸引和激发

学者兴趣,寻求个人或企业的资助,举办展览等.国

内高校图书馆亦可通过主题捐赠展览、讲座培训等

多元化活动揭示优质捐赠,并配合宣传以扩大影响,
使活动常态化,推动特色活动向文化品牌发展.

运用数字化、数字人文等方法,通过文本及数据

挖掘,开展特藏知识共享.欧洲高校图书馆广泛开

展馆藏数字化项目.部分捐赠/寄存协议中亦明确

图书馆的副本制作权,这源于欧盟的版权立法保障,
即允许包括图书馆在内的文化保存机构以任何格式

或媒 介 形 式 复 制 其 馆 藏 的 任 何 作 品 或 其 他 客

体[１６－１７].而我国对馆藏数字化的严格限定制约了

图书馆特藏数字化的进程.图书馆应积极推动中国

的版权立法工作,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
下,梳理现有特藏的版权情况,为馆藏数字化做好铺

垫.作者(尤其是本校教师)捐赠时,可协商通过知

识共享许可协议(CreativeCommonsLicenses)合理

获取复制、发行和信息网络传播的权利[１８],为后期

数字化创造条件.此外,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学术趋

势,图书馆可与高校学者合作,寻求、设计并创新馆

藏揭示和知识共享方法,以新颖的方式促进对现有

馆藏的重新诠释和使用.

５　结语

国内高校图书馆应化被动为主动,以多样的捐

赠模式及品种、多种奖励方式吸引捐赠,拓宽捐赠渠

道,并分类建立、完善捐赠政策及流程,形成规范的

捐赠管理机制.以服务高校教学科研为前提,以高

校学科特点、馆藏优势、地方特色等为依托,明确捐

赠收集方向,建立特色馆藏.充分联合校内外力量,
通过对捐赠的及时整理与创新揭示、开展多元化的

特色品牌活动、数字化精品捐赠、与企业或社会组织

合作共赢等方式,在丰富馆藏的同时,提升捐赠的价

值及影响力,促进捐赠更好地被高校及社会所用,逐
步形成图书馆捐赠工作的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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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veyandAnalysisonEuropeanAcademicLibraryDonation

LiuFei　LiJingnan　YaoLan

Abstract:Throughwebsurvey,thispaperanalyzesthedonationmodesandpolicies,feedbackandpubＧ
licityofEuropeanacademiclibraries,anddiscussesseveralcharacteristiccases．TheproposalsforChinese
academiclibraryareputforwardasfollowing:definingthegoalsofdonationandestablishingspecialcollecＧ
tions;enrichingdonationmodesandtypes;broadeningdonationchannels;improvingpoliciesandprocesses
byclassification,standardizingmanagement;strivingforthesupportoftheuniversityandsociety;sorting
outandrevealingdonationstobetterrealizetheirpotentialvalues．

Keywords:Europe;AcademicLibrary;Donation;SpecialCol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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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raryScienceEducationThoughtsandtheContemporaryValueofLiuKwohＧChuin

WuQingmei　XiaoXiming

Abstract:LiuKwohＧChuinsthoughtsonlibraryeducationhavedevelopedthroughtheearly,middle
andlateperiods,formingacompletedcontentsystem．TheformationofLiuKwohＧChuinsthoughtson
libraryeducationisinseparablefromhisearlysocialandeducationalbackgroundandhislibrarypractice
activities,whichcanbesummarizedasabroadviewoflibraryeducation,afunctionalviewoflibrary
educationwithasenseoffamilyandcountry,aviewoftalentwithbothvirtueandtalent,aviewof
teachingmorality,aviewofteachingwithknowledgeandpractice,andaforwardＧlookingviewofdiscipline
construction．Theideasof“socialeducation”,theideaofcultivatingtalentswithbothvirtueandtalent,and
theteachingconceptofcombiningtheoryandpracticeinlibraryeducationofLiuKwohＧChuinarestillof
greatrelevancetotodayslibraryeducation．

Keywords:LiuKwohＧChuin;LibraryScience;EducationThoughts;Education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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