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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图书馆文化展览的理念、方法和实践
———基于天津大学图书馆的经验

□王锴∗

　　摘要　«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提出,高校图书馆应充分发挥在人才培养、社会服务与文

化传承创新中的作用.基于此要求,天津大学图书馆展览工作以“搭建展示师生风采的舞台,开

辟望向社会人文的窗口”为办展理念,通过展览参与校园文化建设和社会文化建设.本研究从策

展意图、办展身份、展品形态三个维度对天津大学图书馆近５年来举办的展览进行类型分析;从

资源发掘、资源效益、宣传推广、配套延伸四个方面研究高校图书馆展览工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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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２０世纪初,中国近代首批图书馆先后建成,“图
书馆”作为一个现代汉语词汇进入公共文化视野.
百余年来,随着中国社会结构的激荡革新与经济水

平的历史性发展,图书馆在外部建筑形态与内在功

能理念两个方面都持续发生着深远的变化[１],“图书

馆”的概念内涵逐步超越其字面的狭义所指,应时代

之需生长成为一种公共的综合文化场所.
近年来,国内各级各类图书馆馆舍建设方兴未

艾.许多新馆的建筑设计不同程度地规划了展览专

用场地,并相应地开展文化展览服务[２].２００３年,
文化部将图书馆展览活动纳入«省图书馆评估标准

与细则»[３],极大地推进了图书馆展览事业的发展.
以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为代表的公共图书馆在

展览工作中积极探索、共享资源、沉淀范式[４],为高

校图书馆开展展览服务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

经验.

２０１５年末,教育部颁布新版«普通高等学校图

书馆规程».该规程虽未对高校图书馆展览提出具

体要求,但在总则中明确指出“高等学校图书馆是校

园文化和社会文化建设的重要基地”“图书馆应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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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作为“重要基地”,以怎样的

身份、怎样的方式充分介入校园文化和社会文化建

设,有效发挥自身在文化育人、社会服务与文化传承

创新中的作用,是摆在高校图书馆面前的重要理论

课题与实践难题.

２　天津大学图书馆的办展理念

天津大学图书馆文化展览服务始于２０１５年９
月,截至２０２０年１月共举办各类展览６８场,成为校

园内一处地点不变、内容常新的人文景点,受到校内

师生的普遍肯定与社会媒体的关注[７－９].在持续举

办展览的同时,图书馆人不断总结策展经验,反思办

展宗旨,在此基础上明确定位展览工作系图书馆文

化建设与文化育人的重要环节,图书馆办展理念在

于“搭建展示师生风采的舞台,开辟望向社会人文的

窗口”.
作为“展示师生风采的舞台”,图书馆展览以生

动的形式参与到校园文化建设之中,通过展现各个

学科的文化魅力,促进校内不同专业师生的思想交

流,进而以隐性课堂的方式介入学校通识教育工作;
另一方面,借助网络媒体与传统纸媒,邀请社会各界

人士入馆观展,从而以本校师生的学术、艺术成果服

务于社会文化建设.
作为“望向社会人文的窗口”,图书馆为学生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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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反映优秀社会文化的展览资源,特别注重弘扬中

国传统文化与地域特色文化.把优秀社会文化“成
块”地搬进大学校园,“摆”在学生身旁,一方面极大

地丰富了校园文化的内容与内涵,发挥了图书馆文

化育人与文化传承的职能;另一方面,窗口的开辟拓

展了优秀社会文化的展示空间乃至生存空间,以渠

道的方式从侧面促进社会文化的建设与繁荣.

３　天津大学图书馆展览类型分析

３．１　策展意图分类

“展现师生风采”与“望向社会人文”的展览,在
策展意图上可以辩证地一分为二,但展览的自身属

性往往并非泾渭分明———特别是图书馆与高校学术

机构就其学术方向合作策划的展览.为方便分析,
统计时将由天津大学学术机构主导或引介的社会文

化属性强于校园文化属性的展览计入“社会人文”一
类,可得如下统计结果:２０１５年９月至２０２０年１月

(下文统计时间段同此),天津大学图书馆举办的“师
生风采”类展览共计４１场,“社会人文”类展览２７
场,二者比例约为３∶２.这基本体现了天津大学图

书馆现有策展能力下在“校园—社会”维度上的展览

资源配置水平;同时,作为个案间接反映了高校图书

馆在发掘校内展览资源与引进社会展览资源上综合

成本的大致比例关系.

３．２　办展身份分类

按照图书馆在其举办的展览中的参与程度,定
性地将图书馆主导策划的展览称为主办展览,将图

书馆与其他机构合作策划的展览称为合办展览,将图

书馆协助其他机构举办的展览称为协办展览,可得如

下统计结果:天津大学图书馆主办展览１４场,合办展

览４１场,协办展览１３场,三者比例约为１∶３∶１.这

个比例从另一个层面刻画了天津大学图书馆现有的

综合办展能力;也反映出图书馆展览的“意识辩证关

系”与“功能辩证关系”,即主观上的主人翁意识与

“成人之美”意识的关系,客观上的主场功能与平台

功能的关系.

３．３　展品形态分类

天津大学图书馆举办的展览,按照展品形态的

区别大致可以归为１１类,即书法、绘画、摄影、动画、
海报、雕塑、模型、标本、藏书、档案、诗文.其中,书
法展、绘画展、摄影展、档案展四类是主要展型,与当

今社会文化展览的主流形态一致.

展品形态的分布特征,除了反映出天津大学图

书馆展览资源类型的基本情况,更重要的在于体现

了办展的价值取向,即在保障主流类型展览持续举

办的同时,积极发掘雕塑、模型、标本、诗文等形式相

对小众但文化意义丰富的展览资源.

４　高校图书馆展览工作方法研究

本文从资源发掘、资源效益、宣传推广、配套延

伸四个方面分析、探讨高校图书馆展览工作方法.

４．１　展览资源发掘

相较于专门展览机构,图书馆的展览资源渠道

与策展经费相对匮乏.相较于大型公共图书馆,普
通高校图书馆展览资源渠道不畅与经费不足的问题

尤为突出且普遍.上述不利前提与保障展览资源的

数量、质量及多样性,是当下普通高校图书馆展览工

作的主要矛盾,可从以下三个方向探索突破之道.

４．１．１　主题深耕

论证设立具有充分文化价值的策展主题,并围

绕此一主题持续深耕展览资源,从不同维度展现该

主题的各个方面、各种门类、各样风格.以天津大学

图书馆展览为例,持续深耕的主题包括馆藏珍稀文

献、本校历史档案、本校教师书画、本校学生摄影、地
域特色文化.

围绕馆藏珍稀文献主题策划的展览有“中国建

筑文化遗产数据库”精选图片展、天津大学图书馆西

文旧籍藏书展、天津大学图书馆特藏书展之«中华再

造善本»、特藏书展之馆藏珍稀古籍、特藏书展之国

家地理杂志.这五个展览分别涉及特色数字文献、
早期西文教材、当代影印丛书、馆藏古籍善本、连续

出版物,从不同侧面立体展现图书馆馆藏,使束之高

阁的文献通过展览走近读者.
围绕本校历史档案主题策划的展览有“讲述中

国近代第一所大学的故事”———天津大学迎新生历

史档案展、“从这里读懂天大”———天津大学(北洋大

学)家国情怀历史档案展、“光影见证四十年”———天

津大学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图片展、“从图书馆藏

书票与藏书印演变见天津大学校史发展”图文档案

展.这些展览或面向大学新生普及校史文化,或立

足家国情怀展现学人品格,或以藏书票印缩影百年

沧桑,或从校园摄影见证改革开放成就.不同方面、
不同方式,图书馆联手学校宣传部、校史档案馆,一
道讲述“天大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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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本校教师书画主题策划的展览有“新寮涵

脉”———王学仲艺术研究所北洋园首届作品展、天津

大学工笔重彩研究所十年教学成果展、“津扇近

美”———工笔 重 彩 研 究 所 扇 面 艺 术 展、“北 洋 风

华”———孙列中国人物画作品展.此类主题的展览

旨在集中展现综合性大学中分布于不同院系的美术

专业教师的学术成果与艺术风采.
围绕本校学生摄影主题策划的展览有“自

我”———夏 超 诗 歌/摄 影 展、“Moment 一 瞬 的

光”———唐朝摄影作品展、“采集者”———耿华雄李晶

摄影展.四位举办摄影个展的学生分别来自天津大

学化工学院、材料学院、建筑学院,均非艺术类专业

学生,但皆具鲜明的个人艺术风格.从拍摄对象上

看,有的聚焦自然,有的关切人文;从创作动机上讲,
有的反映世界,有的考察人心.青年摄影的魅力更

在于镜头之后的眼睛看到什么,眼睛底下的心灵感

到什么,所以学生摄影展亦是“青年心灵展”.
围绕地域特色文化主题策划的展览有“连年有

余”———天津杨柳青木版彩绘年画精品展、“北洋情

同传年画之美 天大人共迎全运盛宴”———杨柳青年

画图片展、“绘芳塑魂”———天津泥人张工作室彩塑

展、天津大剧院演出回顾展、天津大剧院艺术家签名

剧照展.地域特色文化推广是图书馆阅读推广工作

的重要方面[１０－１１],高校图书馆展览同样应深入挖

掘、展现其所在城市的地域特色文化.杨柳青年画、
泥人张彩塑、大剧院演出,均为天津代表性地域文化

元素,不论藏于民间生活,抑或来自高雅舞台,都是

应当请入图书馆的展览资源.

４．１．２　渠道深挖

从往期展览中发掘新的展览资源,以展带展,是
高校图书馆解决展览资源匮乏问题的有效办法.展

中酝酿新展,展撤不断人脉,是图书馆策展人应当具

备的工作意识与业务能力.
在渠道深挖方面,天津大学图书馆有若干成功

案例,仅举一典型.２０１７年３月,天津市和平区少

年儿童图书馆珍藏连环画保护成果展在天津大学图

书馆举办.在前期业务接洽中,图书馆策展人得知

就职于和平区少年儿童图书馆的李殿光先生在漫画

艺术上造诣颇深,多年来笔耕不辍,积累了大量优秀

作品,遂与之商讨举办个人漫画展的事宜.一年后,
“和美好生活”———李殿光漫画作品展在天津大学

图书馆展出.

４．１．３　年展连办

“年展”是美术展览界通行的、制度化了的展出

形式,用以集中呈现某个领域或某个群体阶段性的

艺术、学术成果,其中以“双年展”在时下最为流行.
年展制度与学校教学的周期性高度契合,这为高校

图书馆举办基于各个学科教学成果的年展创造了

便利.
以天津大学图书馆为例,连续举办的年展包括

天津大学设计年展、城乡规划系作业模型展、生命学

院野外实习标本展、国际教育学院“非遗”技艺培训

作品展,以及学生社团承办的津门笔会书画作品展、
“２４天唐”动漫社团作品年展.这六类年展迄今共

举办１８场,总占比超过１/４.

４．２　展览资源效益

在经历了近２０年来高校合并与校区新建两轮

扩张浪潮之后,中国大学多校区运行已成为普遍现

象.在展览资源紧张的前提下,跨校区的多场地轮

展是实现图书馆展览效益提升的有效手段.大学的

各个校区往往相距较远,读者跨校区观展成本不菲.
为此,对于文化价值较高且展期较长的展览,高校图

书馆应尽可能安排在多个校区分别展出.此举虽增

加了布展投入,但不同校区的读者均可不出校门近

距离观展,可让展览资源的整体效益实现倍增.
对于没有条件进行多校区轮展,且系与本校院

系合办的展览,可原则上倡议不在该院系常驻校区

举办.对于多校区运行的大学,如何促进不同校区

之间的校园文化与专业文化的交流,弱化物理空间

隔离对于大学同一性与学生认同性的负面影响,长
久以来都是一个客观存在的难题[１２－１３].易地办展

的意图正在于通过展览拉近身处不同校区的师生的

心理距离与文化距离.
对于展品可长期寄存图书馆且具备提升图书馆

人文环境质量的展览,在多校区轮展之余,还可作为

常设展布置于馆内特定区域.以天津大学图书馆为

例,展厅举办的展览平均展期约为３０天,对于观展

人数相对较少、观展群体相对固定的高校图书馆,较
高频次的展览更新是策展工作的客观要求,但也常

有读者遗憾错过心仪的展览.为此,图书馆专门馆

内选址,增设三处展廊供长期陈展.展厅与展廊相

互配合,调节短期展与常设展之间的矛盾,是增进展

览效益的另一种有效手段.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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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　展览宣传推广

对于博物馆、美术馆等专门展览机构,观众到馆

即是来参观展览,其展览宣传工作要解决的主要是

如何吸引观众到馆的问题.与此不同,展览不是图

书馆的主体业务.图书馆建筑中即便规划了展览用

地,也大多不会设计于图书馆中心位置,往往偏于一

隅.所以,图书馆展览的宣传推广,一方面要解决如

何让潜在观众更大比例地知闻展览讯息的问题;另
一方面要解决如何让已然入馆的读者更大比例地成

为展览观众的问题,即展讯宣传问题与馆内引导

问题.

４．３．１　展讯宣传

(１)宣传规格

根据展览文化意义、展品价值、展览规模等方面

的差异,高校图书馆展览可粗略划分为普通展览、重
要展览、精品展览三档.针对不同档次的展览,配以

三种级别的展讯宣传规格.对于普通展览,主要通

过图书馆自媒体与合作办展单位(若有)的自媒体进

行展讯宣传;对于重要展览,宣传途径在普通展览媒

体渠道的基础上拓展至校级官方媒体;对于精品展

览,宣传途径则在重要展览媒体渠道的基础上拓展

至知名社会媒体.高校图书馆展览设置三级宣传规

格,主要意图在于协调展览宣传综合成本与展览自

身价值之间的关系.
(２)宣传立场

作为主要面向大学生的非娱乐性文化活动,高
校图书馆展览的文宣风格不宜模仿时下流行的自媒

体讨巧、谐谑套路[１４－１６],而应看齐正规公共文博机

构扎实大方的笔法、言之有物的态度以及文化批判

的立场,这是高校图书馆策展人应有的文化自觉与

文化自重.
对于合办、协办展览的宣传,高校图书馆不能搞

“拿来主义”,直接在图书馆自营媒体上发布合作机

构所撰写的文案;而应立足于图书馆展览的价值理

念,阐释合办、协办展览的文化内涵.

４．３．２　馆内引导

为使入馆读者能有更大比例参观展览,高校图

书馆应注重展览的馆内宣传引导.以天津大学图书

馆为例,每次展览至少制作三种线下宣传海报:图书

馆入口处的易拉宝海报、展厅入口处的导引海报、馆
内电子屏上的电子海报.对于重要展览与精品展

览,还将在图书馆中央大厅竖立巨幅背景板.各种

海报与背景板的尺幅、比例虽有不同,但在设计上强

调采用统一的主视觉元素作为辨识符号,凝聚展览

文宣的宣传力度.
展览宣传海报大多精心设计而成,具备一定的

审美价值.展览结束后,海报虽不再具备宣传意义,
但作为档案索引,始终指向某个特定展览背后的文

化归属.兼具审美与文化标识意义的展览海报,其
自身也是可资展出的展览资源.

４．４　展览配套延伸

或基于计算机仿真技术,或利用图书馆传统资

源,高校图书馆可配套若干措施以丰富展览外延,使
得文化展览愈加立体饱满.

４．４．１　虚拟展厅———不设围墙 不再撤展

“虚拟旅游”(VirtualTourism)是计算机虚拟现

实(VirtualReality)技术的一种热门应用.将“虚拟

旅游”用于展览参观,建立“虚拟展厅”并接受用户网

络远程访问,在当下的展览界已是十分成熟的技

术[１７－１８],国内外众多博物馆、美术馆均有推出基于

“虚拟旅游”技术的在线观展服务.
高校图书馆为使其展览得以更广、更久地传播,

应积极借鉴展览界先进经验,数字化处理线下展览

并发布于网络,以飨远方与未来的读者.

４．４．２　配套书展———看展看书 相辅相成

书籍是图书馆之本,阅读推广是图书馆核心职

能之一.以小型主题书展配套图书馆文化展览,既
可丰富展览的展品形态,又能提升展览的精神品格,
同时也为图书馆阅读推广工作拓宽渠道,以观展驱

动开卷.
在天津大剧院演出回顾展中,天津大学图书馆

策展人注意到大剧院的舞台艺术多改编自世界文学

经典,而这些文学经典的原作或中文译本基本都被

图书馆纳入馆藏,于是将演出回顾展中涉及的文学、
艺术图书集结于一架,配置于展旁,获得１＋１＞２的

效果.

５　结语

在全民阅读推广与全民艺术普及的时代背景

下,为向大学生提供其美好生活所需要的精神食粮,
高校图书馆策展人应从工作自发探索走向文化自觉

担纲.因此,厘清高校图书馆展览的价值理念与普

适方法成为一个有必要深入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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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as,MethodsandPracticesofCultureExhibitionsinAcademicLibrary
—AnEmpiricalStudyofTianjinUniversityLibrary

WangKai

Abstract:According to the requirements of Rules and Regulationson Librariesof Higher
EducationalInstitutionsontheroleofacademiclibraryintalentcultivation,socialservice,andculturalinＧ
heritanceandinnovation,thispaperadoptsaresearchbasedontheexperienceinholdingexhibitionsin
TianjinUniversityLibrary．IttriestoproposeanideaofthatexhibitionshouldconstructthestageforfaculＧ
tiesandstudentsshowingtheireleganceandopenawindowforthemtoaccesstosocietyandhumanity．It
elaboratesanapproachoflibrarytoparticipateinbothcampuscultureandsocialculturethroughexhibition．
ItalsoanalyzesthetypesofexhibitionsheldbyTianjinUniversityLibraryinthepastfiveyearsfromdiＧ
mensionsofcuratorialintention,exhibitionidentity,andexhibitformandstudiestheexhibitionmethods
ofuniversitylibrariesfromaspectsofresourcediscovery,resourceefficiency,publicityandpromotion,and
supportingextensionmethod．

Keywords:LibraryExhibition;CampusCulture;SocialCulture


封面照片简介:洛阳师范学院图书馆
洛阳师范学院图书馆位于千年帝都、牡丹花城———洛阳,坐落在伊水之滨、万安山下,东汉太学便发端于此.南望“二程”

故里,传颂着程门立雪、鲁台望道的佳话;西望关林和世界文化遗产龙门石窟,绽放着世界文化遗产的璀璨光芒.

图书馆是学校的标志性建筑,汉魏风格,方鼎造型.外观气势恢宏,内部清幽雅致.建筑面积５．２万平方米,馆藏书刊１９６
万册(件),电子图书１７０万种,中外文数据库２８个,拥有阅览座位近５０００个.内设三大特色展馆,分别是河洛古代石刻艺术

馆(有墓志、石刻艺术品６００余件,碑、志、铭刻拓影３０００余件)、汉画艺术博物馆(有画像石、画像砖６００余方)、契约文书珍藏馆

(１８００余种).另外,依托厚重的河洛文化资源,建有河洛文化数字图书馆.图书馆还是河南省首批古籍保护重点单位.

图书馆采用智能化、信息化、数字化管理.建有数字化平台、６００T的存储系统和“图书馆智能化管理系统”,实现了 RFID
自助借还,拥有稳定、高效、安全的图书馆网络系统.书刊集成管理、数字资源服务、办公自动化三位一体,构建了全时段开放、

全开架借阅、网上预约与续借、馆际互借、文献传递、代查代检、网上咨询、重点学科导航、新生入馆教育、信息素质教育、数字资

源利用、国学讲座等形式多元化的服务体系.为人才培养、科研教学提供广、快、精、准的全方位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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