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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图书馆文化传承创新服务新探索

———以北京大学图书馆文化工作坊为例

□赵飞∗　吴亚平　汪聪　胡希琴

　　摘要　对我国高校图书馆在文化传承创新工作中所承担的重要职责进行了总结,尝试引入

强调参与性、互动性、分享性的文化工作坊活动形式,改善现有图书馆文化传承创新活动存在较

多的形式传统、内容单一、受众狭窄等问题,探索进一步提升图书馆在优秀文化的普及、推广与融

合创新方面的职能与内涵,以更具吸引力与影响力的图书馆文化活动,更有力地推动大学生综合

素养的培养和高等院校校园文化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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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在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快速发展的今天,高校图

书馆作为学校的信息中心和文化中心,其职责早已

不仅仅局限于对文献资源的收集和保存工作,而是

不断发展成为集信息与知识服务、文化与素养培养、
科研与创新支持等于一身的综合服务体.随着高校

“双一流”建设工作的开展,高校图书馆更是需要在

交叉学科研究支持、全球化教学支撑等新的信息服

务领域努力探索,而在文化传承创新方面的积极拓

展也同样是高校图书馆不能忽视的重要任务之一.
早在２０１５年国务院印发的“双一流”建设总体方案

中,要求高校要“传承创新优秀文化,加强对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研究、宣传”,２０１６年教育部印发的

«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也明确指出:“高等学校

图书馆是学校校园文化的重要基地,图书馆应充分

发挥在学校文化传承创新中的作用.”[１]

因而,国内高校图书馆在当前日益重视数字化、
学科化,偏向先进技术与理念发展的同时,也应在文

化传承与创新、校园文化建设方面加强投入、大胆创

新,努力发挥图书馆弘扬和传承优秀文化、培养学生

人文素养等基础职责,使高校图书馆真正成为大学

生教育的第二课堂[２].“工作坊”(Workshop)一词

最早出现在教育与心理学的研究领域之中,在２０世

纪 ６０ 年 代 美 国 的 劳 伦 斯  哈 普 林 (Lawence
Harplin)则将“工作坊”的概念引入到都市计划之

中,使之成为可以为各种不同立场、不同族群的人们

提供思考、探讨、交流的一种方式.与传统的教育方

式相比较,工作坊具备探讨话题更有针对性、组织形

式更为灵活、费用较为低廉等鲜明特征[３].工作坊

的活动形式强调“参与、互动、分享”理念,在图书馆

的技能培训等活动中已有初步应用,取得了良好的

效果,将之引入图书馆对传统文化的宣传和教育中,
也将改善现有的模式,带来新的活力.

２　高校图书馆文化传承创新服务研究现状

２．１　高校图书馆文化传承创新服务研究

针对高校图书馆文化传承创新服务方面的研究

已有不少,如:陈幼华等介绍了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

在文化服务活动中的模式创新,其中着重在图书馆

文化环境布局、多元文化服务活动实施、校园智力资

产保存及管理、文化服务活动中创新型元素的引入

等方面作了重点规划与设计,而在活动形式上则以

文化环境设计、主题展览、文化讲座、竞赛、沙龙、名
师库建设、真人图书馆为主体形式[４];陈灏等介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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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大学文化超市”的模式创新服务和建设经

验[５];万颖萍介绍了海南大学图书馆结合地域特色

建立“文化人类学实验室”及“海南与海上丝绸之路

展厅”的创新案例,将地方文化的保护与传承融入图

书馆的文化服务,并形成了独特的馆内人文风景[６];
马祥涛等则提出“互联网＋”浪潮下,图书馆文化服

务要充分利用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开展

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受众广泛的创意活动,实现“互
联网＋”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完美结合[７].

２．２　高校图书馆工作坊服务模式研究

目前,高校图书馆在应用工作坊这一活动形式

方面也有不少案例,主要集中在科学创新、技能培训

与阅读推广等方面,如西南大学图书馆以学生团队

为主要运营者组织了阅读推广工作坊,包括新生季、
民族月、读书月及毕业季期间举办的各类阅读推广

活动[８];我国台湾大学图书馆为协助学生掌握学习

方法、提升学习成效,举办了学习策略工作坊[９];北
美部分高校图书馆针对数字学术、数字基础、数据技

能、数字人文等内容开展了大量工作坊活动[１０];等
等,其不仅展示了工作坊这一活动模式对于技能操

作型内容具有较好的教学效果,也展现了其“参与、
互动、分享”的活动形式对于学生这一年轻群体的较

强吸引力.
综上可见,目前高校图书馆虽已开始重视自身

的文化职能,并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文化服务与文化

活动,但是在活动形式与模式上还主要采用展览、讲
座等较为传统的形式,参与活动的师生还普遍处于

被动接收文化信息的状态.而对于大部分有待传承

的优秀文化而言,则表现出欣赏门槛较高、入门成本

较大、受众面较窄、吸引力不如流行文化等特点.传

统的活动形式一方面不能有效地吸引更多师生参

与,活动的传播效果也会大打折扣,另一方面前来参

与的师生大多是听完、看完为止,未能进一步了解和

学习这些文化内容、体验优秀文化的核心魅力,文化

的传承和创新便更多地只能停留在表面.而工作坊

活动模式则恰恰具备形式灵活多样、适合参与体验、
注重深度交流等特点和优势,同时诸多图书馆应用

案例也展现出将工作坊引入图书馆活动具有较好的

实施基础和较高的可行性.因此,文章针对上述问

题提出在文化活动中引入工作坊模式,从提升用户

对文化活动的参与度和体验感的角度出发,尝试更

好地发挥高校图书馆文化传承创新职能.

３　高校图书馆文化工作坊的设计与实施

３．１　文化工作坊的方案设计

(１)文化工作坊的主题选择与形式设计

文化工作坊的设计初衷虽然主要是突出活动的

参与性和互动性,但不同优秀文化内容均有其各自

的特点和氛围要求,因而并非所有文化内容都适合

工作坊这一形式,也并非所有适合工作坊形式的文

化内容都能够采用同一种工作坊形式.因此,图书

馆更应谨慎挑选文化工作坊的内容主题,充分尊重

不同文化内容的欣赏以及参与条件,因地制宜地设

计适宜的互动参与形式.例如,对于音乐和戏曲等

主题,可将传统的以推荐、聆听为主的活动形式改为

“介绍＋体验”的形式,由音乐教育名师、音乐家带领

大家边听、边解读、边答疑的互动形式,逐步带领师

生学会音乐和戏曲的欣赏;对于绘画和书法等主题,
则可改用参与度较高的“讲授＋互动＋尝试”形式,
由绘画艺术教育名师、书法爱好者带领师生从临摹

开始,尝试亲手体验绘画与书法艺术的入门与创作,
近距离感受看似遥远、深奥的文化内容;而对于设计

创作等主题,还可选择参与程度更高的“体验＋交流

＋创作＋展示”等活动形式,从传统的以投稿比赛或

单纯展示复杂设计作品的形式,改为人人都能轻松

完成,作品可自由展示,参观者也可参与作品展示的

主题形式,鼓励师生敢于创作、勇于创新、善于展示、
乐于分享.

(２)文化工作坊的组织与合作

以文化活动为主题的工作坊,其有效的组织和

开展,离不开图书馆在学生文化需求上的积极调研,
在活动主题与规模上的提前规划,在活动形式上的

认真设计,在支撑团队与资金、空间上的详细筹备.
但即便如此,想要有效实现上述多样化的文化工作

坊活动的策划与组织工作,仅仅依靠图书馆的力量

仍然是较为困难的,还需要图书馆积极寻求多方面

的合作,如与学生社团、校友会、社会组织、数据库商

等开展合作,发挥各方面的优势与特点,共同促进文

化工作坊的不断完善.
(３)文化工作坊的内容拓展

图书馆在上述多样化的文化工作坊活动中,在
发挥自身文化传承与创新职能的同时,也可以积极

推动活动内容的拓展,丰富活动的内涵.比如,一方

面图书馆可以从文化内容的载体出发,结合图书馆

相关文化书籍与多媒体资源,进行阅读推广与资源

６９

高校图书馆文化传承创新服务新探索/赵飞,吴亚平,汪聪,胡希琴

ExplorationandPracticeofCulturalServiceofUniversityLibrary/ZhaoFei,WuYaping,WangCong,HuXiqin



2
0

1
9

年
第6

期

推荐服务的嵌入,方便师生在活动结束后通过这些

资源了解更多相关知识与信息,也有效地对相关图

书馆资源与服务进行了推广;另一方面图书馆也可

以从图书馆文化和校园文化建设工作出发,结合更

多图书馆和学校的历史、人物、建筑、社团等知识,帮
助师生在活动之余更好地了解图书馆、了解学校、了
解社团,从而推动大学的校园文化建设工作.

３．２　文化工作坊的特色与实施案例

工作坊将其灵活多样的活动形式和较高的参与

互动性融入文化活动设计中,由原来的“内容为王”
转变为“体验为先”,可对年轻学生群体产生较强吸

引力,吸引更多师生来关注文化内容,并产生兴趣来

深度了解和体验其内涵和魅力,为传统文化传承推

广活动带来新的活力,达到更好的推广效果.文化

工作坊活动的特色和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
(１)多形式融合,提升不同主题活动体验

文化工作坊能够充分发挥其针对性强、组织形

式灵活的特点,以丰富多样的互动形式来适应不同

优秀文化内容的特点和需求,提升活动的可参与性

与互动性,从而能够在为师生充分展示优秀文化内

容的同时,尽可能提供近距离体验和亲身参与文化

活动的机会,让师生逐步、深入地感受优秀文化的

魅力.
例如,针对传统音乐主题,北京大学图书馆推出

了“从传统的聆听到互动与欣赏”的系列文化工作坊

活动,包括有“古琴艺术与礼乐精神”古琴主题活动:
邀请北京大学琴社的创始人和社长李虎群老师,带
来古琴艺术主题讲座与体验活动.李虎群老师在广

阔的传统文化背景下,对乐的文化价值、生命价值做

出深刻的诠释,把以艺臻道的理念和方法介绍给大

家,并亲抚古琴.参与的读者现场感受和体验了乐

的精神、乐的魅力,在聆听乐曲的同时,也和李老师

一起交流、解惑,增进了关于礼乐知识的理解.此

外,“古典音乐、歌剧与电影交织的美丽光影”古典音

乐主题活动:由来自台湾的连纯慧老师以古典音乐、
歌剧与电影间的艺术交融为题,为师生分享音乐欣

赏心得.连老师以丰富翔实的材料、活泼生动的方

式为到场师生带来了一场妙趣横生的音乐欣赏盛

宴,活动后半部分是交流环节,参与师生纷纷抛出自

己的疑问与想法,与老师交流和探讨,反响十分热

烈.图书馆也针对活动中提到的作品和音乐家,为

师生精选了相关的图书和多媒体资源进行推荐,方
便师生进一步拓展相关的阅读和知识.

而针对绘画艺术主题,北京大学图书馆则推出

了“从传统的欣赏者到亲身参与的创作者”的系列文

化工作坊活动,包括有“邂逅油画,约绘图书馆”油画

主题活动:以油画欣赏与临摹为主题,举办油画艺术

体验活动,带领师生走近油画艺术.此次油画艺术

沙龙活动由两部分组成:一是由老师进行油画知识

和油画欣赏的知识讲解,二是由老师指导大家现场

临摹毕加索名画«拿着书的女人».参与活动的师生

不仅亲手体验了油画的绘制过程,从０到１完成了

自己的油画作品,感受艺术创作的乐趣;同时也学到

了油画作画特点、基本工具、油画派别、大师作品色

彩借鉴、油画的光影控制和透视关系等内容,并通过

图书馆精选的油画相关书单,更深入地了解了油画

的历史与知识.
(２)多样化展示,鼓励广大师生创作分享

在文化全球化背景下,高校图书馆不仅需要承

担文化自觉和文化传承的职能,同时也需要积极探

索文化创新在内的文化功能实践诉求[１１].而文化

创新的实现,需要建立在师生对于各类型优秀文化

的充分实践、敢于创作与分享交流的基础之上.因

而,文化工作坊一方面可通过小范围交流的活动形

式,在内容上降低门槛,关注入门级用户,让更多师

生能够实际参与到文化内容的体验和实践中;另一

方面也能够在活动中加入作品征集、分享与比赛等

环节,在活动中鼓励师生多尝试创作和创新,并利用

图书馆多样化的展示空间与设施来为师生提供更多

作品展示与交流分享的契机,以身边人的作品吸引

更多师生参与设计、参与展示.
如北京大学图书馆２０１７年末举办的文化工作

坊“燕园落叶艺术节”艺术创作主题活动,就是一次

师生从“浅层次的尝试创作”到“深层次的内容创新”
都可以共聚一堂、一展风采的文化展览活动.活动

以 “燕园落叶艺术展”为主要形式在图书馆中厅举

办,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落叶主题艺术创作

征集,第二部分为图书推荐展,第三部分为植物标本

展,第四部分为参赛作品展;以落叶画、落叶装置、大
地艺术等方式,用落叶保留了燕园的秋天.活动不

仅吸引了众多师生亲手制作以落叶为原材料的艺术

作品,利用有趣的布展形式吸引了更多师生前来欣

赏和体验,还特别展出了«燕园草木»«燕园草木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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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山蕴海:北大建筑与园林»«看不见的森林:林中

自然笔记»等燕园自然读物.
(３)多元化合作,积极发挥文化平台优势

高校图书馆既是高校各个学科师生的交汇点,
也是学生学习生活的重要中心之一.因而,一方面

图书馆在文化工作坊的策划过程中,不仅可以充分

发挥自身平台优势,整合学生社团、校友会、社会组

织、数据库商等多方资源与力量,促进不同学科、不
同专长、不同爱好学生之间的文化合作与碰撞,形成

内容更加多样、内涵更加丰富的活动主题,另一方

面,在文化工作坊的组织和实施方面,图书馆也积极

寻求多方面的合作,充分发挥各方面的优势与特点.
北京大学图书馆在文化工作坊的策划与组织方

面便与学生社团(如北京大学琴社、北京大学绿色生

命协会等)、社会团体(北京古琴文化研究会等),数
据库商(橙艺在线等)展开多方面深入的合作.通过

这些合作,不仅拉近了图书馆与学生、文化团体的距

离,也帮助文化类学生社团更好地开展其社团文化

活动、履行其文化传承职能、提升其社团活力与影响

力,从而推动学校整体校园文化的健康发展.
(４)品牌化发展,整合校园零散文化活动

工作坊活动形式规模较小,形式多样,适合形成

系列活动,通过高频次举办来逐步积累关注人群和

扩大自身的影响力.所以图书馆可以针对现有文化

服务活动组织较为零散、关注人群各不相同、影响范

围较为有限的问题,通过文化工作坊的活动模式积

极进行整合,集中力量打造成一个在师生心中影响

力大、持续举办、内容丰富的品牌活动,更有效地进

行文化宣传推广服务,而文化服务品牌的创建对于

图书馆的形象塑造与文化服务整体水平的提升也都

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１２].目前,北京大学图书馆文

化工作坊通过近１年的活动举办与宣传,已经对校

内音乐、舞蹈、绘画、书法、电影等多种类型文化活动

进行了整合,不仅让文化工作坊这一服务品牌逐步

在师生中产生了影响力和凝聚效应,还实现了在不

同文化活动中融入图书馆资源与服务宣传、阅读文

化推广等内容,这种尝试也得到了校内外的认可,并
获评“中国图书馆学会２０１７年阅读推广优秀项目”.

３．３　文化工作坊的效果与不足

图书馆文化工作坊系列活动一经推出,便得到

了师生的广泛的关注和积极参与,每场活动的报名

参与名额均早早被预约一空,“燕园落叶艺术展”“邂

逅油画,约绘图书馆”等活动不仅在校园中得到了广

泛好评,还在微博、微信、校园BBS等网络社交平台

上形成了热点话题.而随着活动的不断举行,也展

现出一些活动组织中的问题与不足:一是文化工作

坊活动虽然实现了整合更多校园文化活动的目标,
但也产生了主题分散、缺乏体系的问题,需要后续在

主题设计时加以着重考虑;二是为了保证活动的效

果,每场活动参与名额均较为有限,这也导致很多感

兴趣的师生未能参与进来,根据师生反馈,图书馆今

后可考虑同一主题举办多场,以便能让更多师生获

得参与机会;三是作为线下实体活动,其受时间影响

较大,需要避开师生教学科研与课业学习的高峰时

期,使得活动的举办受到诸多限制,如何更好地利用

师生空闲时间,利用好直播、在线参与等技术手段进

一步拓展文化工作坊活动,值得图书馆去继续思考

和探索.

４　总结与展望

图书馆文化工作坊活动的推出,一是希望利用

参与互动式的活动形式协助艺术与文化知识在校园

内的推广与传播,助力校园文化的建设;二是希望为

师生提供近距离接触、参与和体验优秀艺术与文化

内容的机会;三是希望以艺术与文化内涵丰富师生

的文化视野,同时拓展师生的阅读广度;四是希望以

活动引导读者回归图书馆,关注优秀文化、关注阅

读.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师生的高度关注和积极参

与,也体现出了师生对此类型文化活动的迫切需求.
虽然目前图书馆文化工作坊还存在着主题较为分

散、覆盖人群较为有限、可持续性有待提升等不足和

问题,但仍然不失为高校图书馆在构建校园艺术与

文化氛围、提升师生综合文化素养方面所做的一个

有益且有效的探索与尝试,也希望未来有更多高校

图书馆能够继续完善文化工作坊的活动模式,推出

更多更具特色的文化服务与活动,有力推进高校图

书馆的文化传承创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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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andPracticeofCulturalServiceofUniversityLibrary
—TakingtheCulturalWorkshopofPekingUniversityLibraryasanExample

ZhaoFei　WuYaping　WangCong　HuXiqin

Abstract:ThispapersummarizestheimportantresponsibilitiesofUniversityLibrariesinthecultural
inheritanceandinnovationinChina,andintroducesculturalworkshop,anewformofactivitythatemphasiＧ
zesparticipation,interactionandsharing,inordertoimprovetheexistingculturalinheritanceandinnovaＧ
tionactivitiesinlibrariesandfurthertoenhancethefunctionsoflibrariesinthepromotion,integrationand
innovationofculture．Ithasbeenhopedtomakelibraryculturalactivitiesmoreattractiveandinfluential,in
ordertomoreeffectivelypromotethecultivationofstudentscomprehensiveliteracyandtheconstructionof
campuscultureinuniversities．

Keywords:UniversityLibrary;CulturalService;CulturalWorks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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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DeepReadingServiceofAcademicLibraryintheEraofSuperficialReading:
aCaseStudyof“PekingUniversityReadingLectures”

XiaoLong　LiuYaqiong　ZhangChunhong　ZhangHaijian

Abstract:Inthedigitalage,collegestudentsreadingbehaviorsaremostlysuperficialreading,and
thereisagenerallackofsystematic“deepreading”andrelatedguidance．Theacademiclibrariescanprovide
moreservicesinthisfield．Taking“PekingUniversityReadingLectures”asanexample,thisarticleintroＧ
duceshowPekingUniversityLibrarystimulatesandpromotesdeepreading,andpointsoutthatuniversity
librarydeepreadingserviceismuchdeeperthannormalreadingservice,withthecharacteristicsofsystemＧ
atismandirreplaceability．Innovatingthedeepreadingserviceandcultivatingreadingservicebrandarethe
maindirectionoffuturedevelopmentofuniversitylibraryreadingservice．

Keywords:SuperficialReading;DeepReading;UniversityLibraries;ReadingService;Lecturesabout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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