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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图书馆与博物馆共建特藏资源与服务模式研究

□孔令芳∗　韩子静

　　摘要　以浙江大学图书馆和艺术与考古博物馆的合作实践为例,提出了一种新的基于两馆

合作的特藏资源共建和服务模式,并总结了这一模式的合作基础、积极意义,进一步提出该模式

的实施策略,以期为其他图书馆的特藏资源建设工作提供新思路,并为中国图书馆、档案馆和博

物馆的融合发展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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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Library,Archiveand
Museum,LAM)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最主要的

三个文化机构,共同发挥着文化存储、信息传递和社

会教育的功能[１].对于上述机构的馆际合作这一主

题的研究,国外始于２０世纪末,历年来研究热度不

减,自２００２年之后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IFLA)
共有１１次大会讨论和分享了 LAM 合作中出现的

一些问题及经验[２].国内学者从２００３年起围绕馆

际合作的历史渊源、必要性、可行性模式、数字资源

整合等领域展 开 了 系 列 研 究.刘 家 真 最 早 关 注

LAM 协作关系,提出应发挥数字图书馆的作用,建
议特别考虑对 LAM 文化资源的融合[３];肖永英和

谢欣运用文献调查法对文化机构的合作机制进行总

结,提出了文化机构可开展合作的领域以及合作的

优势、挑战和趋势[４];朱学芳总结了国外对图书馆、
博物馆、档案馆服务融合的认识和实践,分析 LAM
融合管理机制,并立足国情对我国 LAM 合作模式

提出建议[５];王巧玲总结了美国林肯总统图书馆与

博物馆在融合服务创新实践方面的经验[６];罗红等

分析了LAM 馆藏特征的异同,通过剖析基于LAM
协作的图书馆馆藏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探索 LAM
协作背景下图书馆馆藏发展策略[７];莫振轩在介绍

国内运用数字技术进行馆际合作的部分实践项目基

础上,对我国LAM 合作存在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
探讨了我国 LAM 合作的发展策略[８].然而,遍览

国内的研究,以对国外成功案例的介绍居多,国内除

了运用数字技术进行的实践探索之外,图书馆、档案

馆和博物馆在特色馆藏资源建设和推广方面的合作

案例几乎未见诸笔端.
特色馆藏资源是指图书馆根据特定主题建立起

来的具有一定体系或者规模的专门收藏[９].这些文

献资源通常具有系统性、珍贵性和独特性,可以为学

术研究提供独一无二的素材,是体现图书馆文献资

源建设水平和文化特色的重要指标之一,也是支撑

学校形成文化竞争力、提高社会影响力的核心资

源[１０－１１].近年来,国内外高校图书馆越来越重视特

藏资源的建设工作,形成了很多具有较高学术研究

价值和历史文献价值的特色馆藏.笔者曾对世界排

名前１０位的高校图书馆进行调研,发现１０所世界

一流大学图书馆在特藏资源建设工作上均成效显

著,且在制定图书馆未来规划和馆藏发展策略时都

明确强调要进一步着力建设特藏资源[１２].另有学

者调研了国内１３７所“双一流”高校图书馆和６０所

有代表性的地方院校图书馆,结果显示两者都注重

特藏资源的建设并开展了多种形式的特藏服务[９].
随着特藏的日渐丰富,如何充分发挥这些独特资源

的价值、妥善处理好“藏与用”的关系,已成为摆在图

书馆面前的重要课题.综合各项研究结果,让特藏

“活起来”的常见方法除了提供在馆阅览服务和特藏

数字化建设外,还包括策划展览、多媒体宣传、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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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家 举 办 讲 座 或 研 讨 会、出 版 特 藏 主 题 目 录

等[１０－１１][１３－１７].但国内有关高校博物馆和图书馆之

间开展特藏资源合作共建和服务的实证研究还比较

少见.
本文采用实证研究法,介绍了浙江大学图书馆

和艺术与考古博物馆在艺术与考古特藏资源建设方

面的合作经验,提出了一种新的基于高校图书馆和

博物馆合作的特藏资源共建和服务模式,并总结了

这一模式的合作基础、积极意义和实施要点,以期为

其他图书馆的特藏资源建设工作提供参考,并为中

国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的融合发展提供借鉴.

１　高校图书馆与高校博物馆合作共建的基础

１．１　相似的职能

«公共图书馆概论»一书中提到:“博物馆和图书

馆作为不同的文化现象,两者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

你,在历史上互相联系、互相融合[１８].”这是历史上

关于博物馆和图书馆关系最明确的表述[１９].虽然

图书馆和博物馆各自形成了不同的馆藏特征和服务

方式,图书馆侧重于信息的组织,博物馆侧重基于信

息的智慧传达,但是,图书馆和博物馆都具有提供文

化服务的社会责任.高校图书馆是大学的心脏,而
高校博物馆是文化素质教育基地,两者是学生人格

和智力发展的重要课堂.它们除了致力于保存文

明、传播知识、促进学术进步外,还有另外一个职责,
即启发和陶冶青年人的创造力、观察力、好奇心和同

情心.因此,相似的服务职能使高校图书馆和高校

博物馆之间的合作成为必然.

１．２　机构和政策的支持

合作意味着跨界,要在不同的隶属关系及管理

条块中开展合作,不同机构之间的行政体系、资金预

算途径、管理模式契合与否成为根本性的问题[５].
在国外,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等国家已经在国家层面

组建了专门的机构推动 LAM 合作,主要在战略规

划、资金保障等方面进行协同[７].在国内,图书馆隶

属于文化部,博物馆由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管辖,档案

馆的主管机关则是国家档案局,三者互不隶属,遵循

各自的管理体系,并在各自领域有序运转,这种管理

体制有利于加强本机构管理工作的针对性,但在客

观上阻碍了各机构之间的交流合作[１].由于缺乏国

家层面专门机构的协调和政策支持,一定程度上制

约了我国 LAM 的跨界合作发展[４].但是,校园范

围内的合作模式具有显著的优势.在高校内部,摆
脱了行政体制上的约束,同属于机构内部的直属单

位,合作将更为顺畅[２０].一方面,在学校的统筹部

署下,三馆可以朝着共同的目标,从自身职能出发制

定符合学校发展方向的馆藏发展政策.另一方面,
机构之间的人员沟通交流更加便捷,遇到问题可以

寻求内部解决的方式,避免出现不可调和的矛盾.

１．３　馆藏发展的需要

尽管数字化信息技术日新月异,人们获取知识

的途径多种多样,但是对特殊专业领域的知识获取

依然需要依赖图书馆和博物馆等文化机构.各文化

机构如果以共享馆藏资源的方式开展合作,就能积

极促进馆藏的建设与发展[２１].博物馆离开了藏品,
就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除了器物之外,文献也是

藏品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图书馆则在文献组织工作

中具有先天的优势.因此博物馆与图书馆的合作水

到渠成.另一方面,图书馆希望建设“人无我有、人
有我优、人优我新、人新我奇”的特藏资源[９],打造图

书馆独特的品牌,需要与专业领域学者通力合作.
综合而言,高校图书馆与高校博物馆的资源合作共

建,达到了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效果,开辟了新的

特藏资源建设路径.

２　浙江大学图书馆和艺术与考古博物馆合作共建

的实践

２．１　两馆基本概况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是浙江大学直属单

位,归口于艺术与考古学院管理.该馆于２００９年开

始筹建,经过十数载的建设,于２０１９年正式落成并

对外开放.博物馆第一层包括展厅、藏品库房、修复

展示室、学术报告厅和教育活动区等.学术区位于

第二、三层,含方闻图书馆和专业教室,主要面向浙

江大学师生和专业研究人员.该馆的首要使命是支

持、提升教学与研究;并通过艺术品原作的收藏、教
学、研究与展览,通过与不同学科师生的合作,致力

于提高师生的美学素养、视觉能力与批判性思维.
其收藏、展览与教育项目,皆与社会公众分享[２２].

浙江大学图书馆是我国最重要的研究型图书馆

之一,其使命是以学校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目标需求

为导向,向不同学科的教学与研究提供既满足当下

又遥瞻未来的文献信息资源.浙江大学图书馆在杭

州拥有七大馆舍,其中,方闻图书馆于２０２１年７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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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开馆,该分馆重点收藏艺术与考古学科相关的文

献资料,其中主要以图书馆近１０年积累的艺术与考

古特藏为主,目前已经收藏的文献超过１０万册.这

些文献既有条件地开放给师生阅览,又是博物馆的

展品.在国外,高校博物馆中设立图书馆并不少见,
尤其是世界一流大学中,例如耶鲁大学英国艺术中

心内就有一个专题图书馆,吸引了全世界研究英国

艺术的专家到博物馆开展研究.

２．２　艺术与考古特藏的建设

尽管艺术与考古博物馆和方闻图书馆看似都很

年轻,实际上基于博物馆和图书馆发展的需要,两馆

的合作共建由来已久.特藏资源的建设需要与本校

师生的教学科研需求紧密联系,但不能仅着眼于满

足当前的需求,而更应放眼于学科未来的发展要求.
全面而独特的特藏资源能为学者发现研究线索、产
生新知识、提出新课题提供可能[１１].因此,图书馆

需要前瞻性地规划部署,确保各项工作走在前头.
在博物馆和方闻图书馆建设目标确立之后,经过与

博物馆方面专家的积极沟通,浙江大学图书馆于

２０１１年启动了«艺术与考古大型特藏前瞻性建设规

划»,与艺术与考古博物馆收藏目标一致,明确今后

要有计划地收集涵盖人类不同文明、不同时代的艺

术与考古范畴的图书、考古报告、图录、手稿、拓本、
档案等.２０２０年图书馆重新修订形成了新的«艺术

与考古特藏建设规划»,提出要进一步对标国内外一

流高校艺术与考古学科馆藏,对学科核心书目进行

补缺采购,为博物馆的持续发展提供优质的文献

资源[２３].

１０年来,在学校的大力支持和博物馆专家的精

心指导下,图书馆积极探索艺术与考古特藏建设策

略,在引进学术大家的私人藏书上与博物馆重点合

作,以博物馆专家为主进行海外寻访、藏书评估、引
荐权威专家给出专业意见,再由图书馆进行系统评

估、价格谈判,并委托国内外专业书商有计划采购、
验收和典藏.截止到２０２１年底,浙江大学图书馆已

从海外引进了１６套艺术与考古私人藏书,累计近６
万册文献资料,逐步构建了完整的艺术与考古学科

藏书体系.
这些私人藏书兼具系统性、珍贵性和学术性,为

浙江大学乃至世界范围相关领域的学者提供了全面

而独特的参考资料来源.
(１)系统性.从内容来看,１６套私人藏书内容

已覆盖古代全部地域、不同时期的研究,包括:亚洲

艺术与考古、近东与埃及艺术与考古、西方艺术与考

古(含古代、中世纪、拜占庭、文艺复兴与巴洛克、近
现代与当代不同时期)等,为跨文明研究提供了强有

力的文献支持.同时,针对亚洲文明领域的珍贵文

献资料的收集,目前已覆盖东亚、西亚、中亚、南亚与

东南亚所有地域,将有助于亚洲文明的教学、研究、
展览乃至智库建设.其次,藏书家本人也是研究领

域的学术专家,因此私人藏书不是简单的册数累加,
而是有机的历史、文化现象的物质呈现[２４].以远东

文化史研究专题特藏为例,整套藏书自成体系,体现

了１６世纪以来西方认识远东的基本方式,有助于研

究中西交流史、东亚－西方交流史.
(２)珍贵性.特藏中包含了大量珍贵的文献资

料,除了文献价值外,还兼具版本价值和文物价值.
如其中法老时代埃及艺术与考古专题特藏中有１册

１８２０年出版的«埃及与努比亚的金字塔、神庙与发

掘遗址的探查与最新发现»,此书记录的壁画、器物

与建筑皆彩色手绘而成,美轮美奂,是拿破仑远征埃

及后最早出版的埃及艺术与考古研究著作之一,著
作本身已成为西方学术研究的对象;除了图书外,私
人藏书中还汇聚了一批早期的考古报告、展览图录、
拍卖目录等,极具研究价值.如«西北考古报告»涵
盖了２０世纪初西方学者在我国西北考古９０％以上

的成果,包括:斯坦因全部１４种著作中的１３种、威
尔纳３０年代在敦煌的调查报告、勒考克的新疆考

古报告等３５种图书,这些图书皆为初版,无后来的

复刻本,曾在日本“东洋文库”图书馆中作为珍本书

陈展于展厅.
(３)学术性.在引进丝绸之路专题特藏时,来自

哈佛大学皮博迪考古学和民族学博物馆的资深教授

在给浙江大学图书馆出具的评估意见(内部资料)中
表示“这批藏书包含了众多俄语的考古挖掘报告和

同样丰富的关于阿富汗考古的书籍,对于了解中亚

的丰富文明极其重要.总而言之,这是一批出类拔

萃的研究资料”.在引进远东文化史研究专题特藏

时,来自日本丸善株式会社的珍本部专家认为“该收

藏覆盖了１６－２０世纪关于远东研究的所有领域.
其中许多为珍罕本,今天已很难找见了.未来若想

再发现类似的收藏,我觉得是不可能的.可以以此

为基础,建立一个很重要的远东研究图书馆.这将

是全球最好的之一”.事实上每一批私人藏书的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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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都征询了世界范围内权威学者的意见,只有极具

学术价值的藏书才能被纳入馆藏.
除此之外,图书馆还会在日常采购工作中积极

征询专家的意见,注重艺术与考古领域知名学者和

研究机构的信息收集、整理和相关图书的补充订购

工作;留意学科领域内大型文献的出版动态,在与专

家充分沟通以及全面评估的基础上强化特藏建设,
采购了一批具有重要学术价值、文献价值和收藏价

值的大型文献,如«汉长安城未央宫骨签»«中国珍稀

印谱原典大系»«欧洲冯氏藏中国古代版画丛刊»等.
另外,经博物馆专家的牵线搭桥和图书馆馆员的积

极联络,图书馆获得了世界范围内众多研究机构和

知名学者捐赠的珍贵文献,如美国盖蒂研究所赠艺

术类专题图书、韩国学者赠韩国美术史图书、北京大

学考古文博学院赠考古期刊、顾祥虞赠博物馆中国

展览图录等,这些文献极大地丰富了艺术与考古特

藏资源[２３].多种途径的合作共建,拓宽了浙江大学

艺术与考古藏书体系的广度,加深了收藏的深度,使
其成为全亚洲乃至全球最重要的人类文明藏书

之一.

２．３　艺术与考古特藏的融合服务

随着艺术与考古特藏资源的日渐丰富,图书馆

和博物馆都意识到要避免其处于“藏而不用”的状

态,资源推广与利用和特藏建设工作同等重要.因

此,两馆在资源共享与协同服务上积极开展合作,在
擅长的领域充分发挥各自的职能优势,挖掘资源价

值,探索学科资源创新服务,提升师生及公众人文素

养及多元文化意识,推动世界文明互鉴和文化传承

创新.

２．３．１　服务教学科研

将特藏嵌入专业课程,是深入挖掘特藏价值、架
设资源与用户之间桥梁的有效途径[１１].在学院教

师开设以特藏文献研究为基础的课程时,图书馆和

博物馆主动配合教学活动,大大提升了资源的利用

率,协助学院教师将特藏文献真正融入其教学科研

的核心工作中[１３].例如,为了配合通识课程“文艺

复兴艺术史导论”,图书馆协助授课教师梳理出主题

相关书目,引导学生深入阅读“文艺复兴与巴洛克时

代建筑与艺术史专题”特藏文献;为了配合该课程及

“全球化文艺复兴:早期现代艺术史与跨文化交流高

级研讨班”的课程教学,图书馆和博物馆共同举办

“想象之境:十八世纪欧洲壮游的视觉文化”版画展,

集中展出的５０余幅１８世纪版画原作及复制品均来

自上述专题特藏.通过授课教师主导、两馆馆员配

合佐以文化展览的方式,学生对早期欧洲艺术所产

生的实践和理论问题有了更深入的理解[２３].

２．３．２　合办展览讲座

通过展览向公众展示馆藏,实现宣教职能,是博

物馆的基本职能,也是近年来图书馆用以推广特藏

资源的重要方式之一.浙江大学图书馆和艺术与考

古博物馆在前期特藏共建的基础上,已不定期合作

举办了多个不同主题的文化展览,让特藏资源真正

“走出去”.
除上文提到的版画展外,２０１５年,两馆利用丝

绸之路古代文明图书特藏,与“一带一路”合作与发

展协同创新中心共同主办了“从敦煌到犁靬———浙

江大学新获丝绸之路研究外文文献展”,展线由近百

年来丝路沿线重要绿洲城市的发掘报告与相关研究

成果构成,通过１７１种珍本图书的展示,向公众开展

了一次关于丝路历史与文明的教育.

２０１６年,两馆与文化遗产学科发展联盟联合策

划并举办“我来自东:东亚艺术收藏在西方的建立

(１８４２－１９３０)”学术文献专题展览,展览涵盖了从

１８４２年至２０世纪中期西方关于东方艺术研究的重

要著作和展览拍卖图录,反映了１９－２０世纪以来东

亚收藏在西方建立的历史,以及东亚收藏在理念上

的转变,并同时配套出版了同名展览图录[２５].

２０１９年,为庆祝艺术与考古博物馆开馆而举办

的两个展览“中国与世界: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

馆新获藏品展”和“国之光———从«神州国光集»到
«中国历代绘画大系»”的部分展览内容来源于艺术

与考古专题特藏,涉及１３种８３册图书.展览反响

热烈,有近１２．５万人入馆观展.

２０２１年,由国家图书馆主办,浙江大学图书馆

和艺术与考古博物馆承办的“册府千华———中国与

亚洲”展览开展,展览分“中国古籍”和“外国珍本”两
条主线,其中外国珍本包含９９种２５４册图书,全部

来自于艺术与考古专题特藏.展览意在使非相关专

业师生乃至普通大众通过观展对古籍版本、典籍文

化有所了解和认识,达到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和世界

文化之目的.
除此之外,两馆充分发挥各自拥有的学术空间

的优势,联合开展了“艺术史系列讲座”,邀请学院

专家学者或者由博物馆专家主讲,结合文献导读、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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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文化展览等活动,让听众深切感受世界文明的多

彩魅力.
无论是展览、讲座、多媒体宣传,都是特藏资源

利用与推广的有效手段.这些文化活动促成了图书

馆与博物馆的深度合作,令两馆在教育方面的作用

日益凸显.

３　图书馆与博物馆合作共建对特藏建设的意义

３．１　保障特藏建设的质量

在各自独立的状态下,图书馆和博物馆缺少良

好的信息交流,可能会导致部分文献资源的遗漏或

重复建设的问题[２６].合作将有助于两馆增进了解、
相互学习,分享各自拥有的信息,了解未来发展的需

求,减少馆藏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使两馆的馆

藏得到更好维护和发展;另一方面,图书馆的特藏资

源建设工作离不开学科专家的专业指导,博物馆专

家的加入,保障了特藏的学术研究价值和利用价值,
提升了资源协同采选的质量,拓宽了图书馆资源获

取的路径,也为服务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基础,使两馆

能够更好地履行保护文化遗产的职能.

３．２　提升特藏服务的水平

文化机构的合作能够提高特藏资源服务的质

量[４].我国高校图书馆从建立之初就肩负辅助教学

的使命,以开拓学生视野为己任,积极主动与校园文

化协调发展,进一步深化专业教育,扩大学生的知识

面并培养其兴趣和加深其理解.高校博物馆除了具

有公共博物馆的共性,即收藏、研究和教育功能之

外,也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即作为隶属于高校的机

构,能更加有效地发挥其服务教学、服务科研的功

能,其拥有的丰富馆藏为科研提供了研究保障,对促

进高校科研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中国美术

学院中国国际设计博物馆最重要的馆藏是拥有超过

７０００件的包豪斯藏品,中国美术学院的包豪斯研究

院立足于这些藏品,聚集了全世界的包豪斯研究学

者,并编辑出版«包豪斯研究»年刊,成为具有国际影

响的现代设计艺术研究中心之一[２７].因此,结合两

馆辅助和服务教学的优势,可以使特藏资源潜移默

化地渗透到课堂教学和研究中.此外,从办展水平

角度看,博物馆在陈列设计、内容组织和对观众的把

控上更为专业,将有助于深挖特藏资源的真正价值,
提升特藏资源的利用率,并极大地提高两馆文献信

息服务的水平.

３．３　扩大特藏资源的受众面

高校图书馆办展通常在馆内空间举办,一来场

地有限,展览规模一般不会很大,展出内容受限;二
来观展人员基本限于本校师生,至多推广到个别院

系或团体,其影响力比较有限.而高校博物馆除了

为学术研究和更广泛的领域提供文化服务外,更肩

负着与公共博物馆相同的社会教育职责.高校博物

馆的服务已经超越了大学围墙,正逐步成为社区、城
市、国家的文化承载者和传播者.如牛津大学的７
所博物馆每年接待观众５３万人次,其中绝大多数是

大学校园外的普通公众,这些博物馆已经成为大学

所在地区及附近城市的主要文化教育机构[２６].因

此,图书馆与高校博物馆联合办展能够扩大特藏资

源的受众面,有力提升学校的社会服务能力和社会

影响力.

３．４　争取外部资金的支持

世界各国的文化机构合作项目都面临着资金不

足的挑战,文化机构应当联合起来寻求各方的支持,
以获得充足的资金资助[２８].在艺术与考古特藏建

设过程中,耗资巨大,尽管图书馆克服困难,每年设

立了相对稳定的学科专项建设经费用以支持,但是

部分引进费用高昂、图书馆无力承担的专题特藏在

引进时需要联合艺术与考古博物馆、艺术与考古学

院共同向学校申请特别经费支持,如远东文化史研

究专题特藏的引进就是成功的范例.此外,在采购

丝绸之路艺术与考古专题特藏时还共同寻求到学校

社会科学研究院的专项经费支持.

４　基于高校图书馆和博物馆合作的特藏资源共建

共享模式探讨

浙江大学图书馆和艺术与考古博物馆在特藏资

源建设和服务推广方面的探索实践,已经取得了一

定的成效,得到了国内外学者和机构的广泛关注和

支持.笔者结合实践经验,对这一模式展开探讨,以
期为其他图书馆提供参考.

４．１　立足国情校情,谋求合作机遇

鉴于国家层面的体制机制无法轻易改变,在现

行条件下立足我国国情,通过更加灵活多样的途径,
争取最大范围的支持,打通机制阻碍,才是开展

LAM 创新实践的有效路径.近年来,伴随着我国博

物馆事业的大繁荣,高校博物馆的建设也有了长足

的发展,目前总量已近４５０家,并有更多学校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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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改建或扩建场馆,甚至是打造集群[２９].高校图

书馆则一直都是高校的文献资源建设中心.高校图

书馆和博物馆一般都属于学校直属机构,统一受学

校管理,不存在不可逾越的制度鸿沟.因此在高校

开展机构内两馆合作模式的基本实施条件已经

成熟.

４．２　国家战略引领,高校政策支持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统筹推进“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提出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战略

要求.大学既是知识传授和教学机构,又是文化机

构,在学校发展过程中应尤为注重文化建设.以浙

江大学为例,早在２００９年便紧跟时代发展要求,结
合自身定位和发展目标,提出要推动艺术与考古这

一新兴交叉学科发展的目标.并在２０２０年启动“创
新２０３０计划”首个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项目———亚洲

文明学科会聚研究计划.正是在学校的战略指引、
统一部署和一系列政策支持下,艺术与考古博物馆

才得以建成,图书馆和艺术与考古博物馆的相关工

作才能有效推进,艺术与考古特藏才能有此规模.
因此,高校图书馆和博物馆应当紧跟国家和学校的

战略发展步伐,在大方向一致的情况下制定各自的

馆藏发展政策,推进协同服务的整体性,使资源建设

目标得以协调统一,实现资源的共建共享.

４．３　运用先进技术,实现数字共享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数字信息逐步成为当前

国家信息资源建设的中坚环节,支撑国家科技创新

体系的同时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首要途径[３０].在

这一背景下,国内外 LAM 合作最先涉足的领域便

是数字信息资源的合作.目前国外成功的 LAM 合

作案例有世界数字图书馆(WorldDigitalLibrary,

WDL)、欧盟数字资源整合系统(Europeana)、美国

国会图书馆和美国博物馆与图书馆服务学会(InstiＧ
tuteofMuseumandLibraryServices,IMLS)支持

的众多LAM 合作项目等.国内的相关合作项目包

括中国数字图书馆工程、大学数字图书馆国际合作

计划(CADAL)、国家可移动文物普查平台等[２１].
特藏资源的数字化整合有利于资源的长期保存,也
能提升资源的服务能力.因此在两馆合作基础上实

现特藏资源数字化服务也是接下来浙江大学图书馆

和艺术与考古博物馆需要重点推进的课题.

４．４　提前筹谋布局,培养多面人才

数字时代,图书馆馆员和博物馆馆员的角色已

呈现多元化趋势.尽管其职责各不相同,但也有共

通点:(１)应具有对信息情报的敏感性,能够对信息

资源进行筛选、挖掘和分析;(２)需要较强的学习能

力,能够利用最新的现代信息技术,提供多样化、个
性化的服务;(３)应具备较强的沟通协调能力,特藏

共建过程中会出现各种复杂的情况,如何协调好各

方协同共建极其考验馆员的能力.可以说,两馆合

作对馆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就要求两馆在人才

布局上提前筹谋,制定相应的培养计划,以应对可能

面临的挑战.

４．５　以用户为中心,创新服务模式

资源与服务之间是相生相伴、互为依赖的关系,
资源建设的水平决定了服务的水平,服务融合的程

度反过来也会影响资源建设的深度和两馆协作的效

果.因此,图书馆与博物馆在特藏建设的同时也要

充分考虑后续资源的服务方式,同步进行资源的研

究、揭示和宣传,从“我能提供什么”转变为“用户需

要什么”,真正做到契合用户的实际需求,面向不同

类型的读者提供立体化、全方位的特藏服务,建立健

全学科服务体系.融入教学、文献导读、专家讲座、
联合办展、共建专题数据库等都是现阶段特藏服务

的重要方式,但仍需要不断创新.现阶段,不少文献

展览中,文献被直接作为展示对象陈列于展厅,但由

于观众在字体识别、知识背景等方面差异性较大,使
得一部分人对文献的理解存在障碍.因此,有研究

者提出一场优质的文献展览要在信息重构的基础上

实现二次转化和表达,应大量借助各类型的辅助展

品和多样化的展示手段,例如人工智能、数字导览、
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技术,构建资源展示与利用虚

拟环境,提供图书馆与博物馆资源的多维服务与交

互服务[３１].

４．６　联合多方力量,争取资金支持

实践证明,特藏资源建设需要强大的资金保障.
高校图书馆经费主要来源于学校拨款,不仅来源单

一,而且有限的经费无法满足用户的多元化需求.
联合多方力量,争取更多途径的资金支持是目前国

内外图书馆都在努力尝试的方向.向学校争取专项

经费是其中的一种方式,但学校需要统筹全校事务,
未必都能予以支持;两馆应积极拓展社会资金资助

渠道,通过社会力量尤其是对母校有情怀的校友和

机构,以实物捐赠、经费赞助等方式支持特藏建设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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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结论

高校图书馆和博物馆承担着共同的社会责任和

历史使命,因此,基于两馆合作开展资源共建工作顺

理成章.浙江大学图书馆和艺术与考古博物馆在特

藏建设和服务方面的创新模式和经验,将会为推进

我国高校图书馆特藏建设工作和 LAM 相关实践探

索提供新的思路和有益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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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theConstructionandServiceModeofSpecialCollections
BasedontheCooperationofLibraryandMuseum

KongLingfang　HanZijing

Abstract:Therearefewempiricalstudiesonthecooperationbetweenuniversitylibrariesanduniversity
museumsinChina．TakingthecooperativepracticeofZhejiangUniversityLibraryandZhejiangUniversity
MuseumofArtandArchaeologyastheexample,thispaperproposesanewmodeofconstructingandserＧ
vingspecialcollectionsbasedonthecooperationoflibraryandmuseum．ItsummarizesthebasisofcooperaＧ
tion,positivesignificanceandimplementationstrategyofthismodel,hopingtoprovidereferenceforother
librariesspecialcollectionsconstructionandthedevelopmentofintegrationofLAMinChina．

Keywords:LAM;UniversityLibrary;UniversityMuseum;SpecialCollections;Cooperation Mode;
Service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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