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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图书馆未来学习中心建设的逻辑起点、时代机遇与探索路径

□王宇　孙鹏∗

　　摘要　未来学习中心将为高等教育人才培养创造一个全新的学习生态.文章以理论逻辑和

实践逻辑为起点,分析未来学习中心建设面临的环境机遇、需求机遇和技术机遇,最后从基本原

则、功能定位和服务形态三方面探索其可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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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引言

一直以来,空间都被视为图书馆界一个单纯的

建筑与实践问题,在传统理念影响下,图书馆只需提

供藏书与阅览功能即可[１].但是随着技术的发展与

应用、高等教育与教学模式的改革、用户学习习惯与

思维方式的变迁等影响,图书馆开始重新思索作为

场所的空间价值以及服务场景如何进行重新定义和

赋能,才能承载未来学习的需要.从宏观来讲,图书

馆要成为大学的多元化中心,包括学习中心、社交中

心、休闲中心、创造中心、知识中心,成为真正意义上

的第二课堂,在变(用户服务环境)与不变(为用户服

务的初心)中达成一种动态平衡,为用户创造一个不

断生长的、面向未来的学习综合体,全面融入智慧校

园新型基础设施;从微观来讲,要合理配置空间、资
源、馆员、技术、设备、环境等要素,在服务学者、学
术、学生中发挥知识枢纽作用,注重体验、参与、探
究、协作、创造等场景功能,不断创造新的学习生态.

２　未来学习中心建设的逻辑起点

２．１　理论逻辑

高校图书馆空间功能的演进与创新源于高等教

育理论及框架的驱动与支持.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

始,在学习科学和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影响下,探究学

习、合作学习、情境学习开始走进大学校园,学习空

间也逐步成为高等教育关注的焦点,强调注重用户

体验与支持协作学习[２].受此启迪,美国爱荷华大

学图书馆在１９９２年推出“信息拱廊”项目计划并实

施,成为全球首个信息共享空间,以更好地支持用户

的学习、协作与研究,也拉开了全球高校图书馆空间

再造的序幕[３].２００８年,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雷德

克里 夫 (D．Radcliffe)提 出 PST(PedagogyＧspaceＧ
technology)框架,强调建设学习空间应考虑教学

法、空间与技术三个核心要素的相互融合与支持[４],
基于PST框架,俄亥俄州立大学对T&LClassroom
学习空间进行了重新设计,以更好满足STEM(SciＧ
ence、Technology、Engineering、Mathematics)教学

与学习的需要[５].近几年,在美国学者索亚(E．W．
Soja)的第三空间理论影响下,高校开始更多关注图

书馆作为场所的价值与功能,不断创新空间思维模

式[６],德马斯(S．Demas)认为,图书馆应具有开放性

和包容性,为不同用户创造更多交流与学习的机会

和环境[７],蒙哥马利(S．E．Montgomery)建议,图书

馆空间的核心作用应体现在为用户的合作学习、社
区互动等提供场所[８],吴惠茹认为,图书馆应作为大

学第三空间,体现文化空间与社交空间的价值[９],刘
锦山、吴建中认为,图书馆应是一个动态知识的交流

中心[１０].２０２１年底,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吴岩司长在

“继承与创新:大学图书馆现代化新征程”学术研讨

会上特别强调,“要鼓励高校依托图书馆试点建设一

批‘未来学习中心’,通过文献资源整合、空间流程再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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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构建智慧学习空间,鼓励探索团队式、协作式、主
题式学习,把图书馆建成信息服务中心、学生学习中

心、教学支持中心,改革传统人才培养模式,探索新

时代育人新范式”[１１].总体来看,教育理论的迭代

推动着高等教育改革与育人模式的创新,高校图书

馆空间再造应呈现更多的教育本色,这同时也为高

校图书馆空间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逻辑.

２．２　实践逻辑

作为非正式学习的重要场所,国内外高校图书

馆一直在探索空间功能升级与业态重构,并通过空

间搭载更多的功能与服务,在学校的育人体系中更

多发挥主体作用.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图书馆从２００４年开始进行

空间再造,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２００４年底建成的

威尔逊主馆的信息共享空间,为用户提供资源(支持

专业写作)和专家(协助用户研究),以辅助完成科研

项目;二是２００６年建成的玛格拉斯分馆的新型学习

空间,主要包括同伴教育服务(同行导师、同行研究

顾问等)、多媒体设备、在线资源等[１２].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LearningHub学习中心

依托图书馆而建,其理念是激发用户灵感、培育自主

学习能力,主要包括:(１)学习共享空间,支持自主学

习与协同合作,培养信息素养;(２)研究共享空间,以
“连接－创造－交流”为理论支撑,培养创造思维;
(３)专用共享空间,满足英语视听、在线求职等个性

化需求[１３].此外还有图书馆前哨服务、沉浸式体验

服务等两个特色项目[１４].
英国考文垂大学图书馆对图书馆传统元素进行

了混搭,建成小组学习区、安静区、无声区、教学区、
颠覆性媒体学习实验空间等,打造泛在化服务环境,
其中颠覆性媒体学习实验空间(DisruptiveMedia
LearningLab,DMLL)最具特色,其总体特点体现

了空间及服务的“递送式”延伸[１５].

２０１５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图书馆对西区图书

馆进行改造,并命名为“未来学习中心”,对物理空间

与知识空间的交融服务进行了探索,体现了开放、连
接、交流、互动等未来学习特征,主要包括共享学习

中心、交流体验中心、图书借阅中心、信息服务中心

四大功能区,能够满足深度学习、交互体验、科创研

讨、学术交流、课程录制、头脑风暴、创业孵化等

需要[１６].
高校图书馆新型空间的实践为未来学习中心的

建设提供了有益尝试.从国内外高校图书馆空间实

践来看,主要呈现如下趋势与特征:(１)以用户为中

心,彰显图书馆的陪伴性与服务性;(２)更多支持、参
与教学事务,体现图书馆是大学的心脏;(３)注重批

判性、创造性思维能力启发与培育;(４)去中心化,包
括管理、服务主体、空间资源分布等;(５)技术应用与

驱动特征明显,实现了空间环境、设施设备的智慧化

管理.这些趋势与特征或许应为高校图书馆未来学

习中心的建设提供参照或思维路径,案例中的某些

功能与服务或许就是未来学习中心的雏形或选项.

３　未来学习中心建设的时代机遇

３．１　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环境机遇

图书馆一直都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高
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总体脉络和需求影响并引导着

高校图书馆的功能定位与业态重构,也为图书馆创

造了新的机遇和方向,是“十四五”期间乃至未来一

段时期内图书馆工作的重要方向[１７].从当下趋势

来看,高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视图书馆的发

展、功能和价值,面向未来的高等教育需求,图书馆

要在功能与服务上不断拓展、创新、超越,体现未来

性与前瞻性.
«地平线报告(２０１９年高等教育版)»明确指出,

高校应重新设计学习空间,推动空间资源数字化、空
间功能智能化、空间体验沉浸化,并在此基础上设计

混合学习模式,为培养创造性思维与协同合作能力

提供必要支持[１８].«２０２２地平线报告(教与学版)»
特别强调了高等教育环境下混合学习空间及混合式

学习将成为趋势,教与学的模式将被重新定义[１９].

２０２１年７月,«教育部等六部门关于推进教育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构建高质量教育支撑体系的指导

意见»发布,明确要求加快推进智慧校园新型基础设

施与创新应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以支持感知交互、
研训拓展、探索教学、协同创新等未来学习情景的场

所需要[２０].

２０２１年１２月,«大学图书馆现代化指南针报

告»正式发布,明确了图书馆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目标、落实高等教育“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中的

应有贡献,特别强调了实体空间的功能创新与价值

回归将成为新的趋势,图书馆应该在交互式学习、数
字学术与协作等方面探索新模式与新场景[２１].

北京大学郝平校长在接受陈建龙馆长采访时指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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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北京大学图书馆曾是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新文化

的重要基地,在面向更加开放、合作的高等教育环境

与趋势下,图书馆要善于把握时代新机,建成一流的

文献中心、育人平台和文化殿堂,体现出“心脏”的
意义[２２].

３．２　学习方式趋向多元场景的需求机遇

社会发展与进步促使学习方式发生了结构性改

变,泛在学习、场景融合、具身认知将成为新的需求,
而学习方式的改变与适应不仅是高校的核心议

题[２３],同时也为图书馆拓展学习场景创造了新的机

遇,未来图书馆一定是多元的,能够满足跨学科、跨
领域的知识服务需求[２４].

在农业时代和工业时代,知识更新相对缓慢,保
存载体相对单一,书本阅读是主要学习方式.进入

信息时代以后,知识体量呈指数级增长,传播媒介与

路径更是多元化,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也相应呈现

多元化场景特征,图书馆作为高校最为重要的知识

密集型主体和知识服务输出基地,要逐渐成为这种

变化的有力承接机构.学习方式的场景变化主要表

现在:(１)时间上呈现随机性、碎片化等特征,更习惯

于利用碎片化时间通过听书、看视频、看电子书的方

式获取知识;(２)形式上更加灵活、有弹性,非正式学

习将成为重要的知识来源,比如开放讨论、主题报

告、学术沙龙等;(３)场所上注重语境融合与功能互

补,通常以学习内容为索引在多个场景进行切换,比
如在论文开题的完整流程中,需要在安静区查阅资

料,在讨论区研讨可行性,在演示区进行成果汇

报等.

３．３　数字化转型与创新的技术机遇

在数字中国战略、教育新基建、教育信息化２．０
行动计划等背景下,教育部开始大力推进教育信息

化、教育资源数字化建设,数字化学习环境正在加速

生成,使得高校在办学空间、教学模式、学习情境等

方面更多融入数字化元素,这也驱动着高校图书馆

快速实施数字化转型与创新的战略性变革,为构建

数字生态下的未来学习场景创造机遇.
数字化转型与创新以大学数字图书馆国际合作

计划(ChinaAcademicDigitalAssociativeLibrary,

CADAL)和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hinaAcＧ
ademicLibraryandInformationSystem,CALIS)为
支撑,在全国高校图书馆范围内基本实现了文献资

源的大规模数字化建设以及一定范围内的特藏与专

藏建设,促进了数字资源的共享流通与服务增值,为
图书馆融入大学数字生态、创新全素养教育提供坚

实底座[２５].在数字化技术驱动下,图书馆为空间与

知识融合、供给与需求适配、现实与虚拟连通、开放

与协同交互创造了机会和可能,通过多元化高等教

育元素的叠加,为用户创造生态化的学习场景.

４　未来学习中心建设的探索路径

４．１　基本原则

４．１．１　以用户为中心

从传统图书馆到现代图书馆的变革,不仅是空

间、布局、资源等形式上的简单改变,更是从“书本

位”到“人本位”服务思维的迭代升级,以用户为中心

已成为图书馆的普遍共识,这也是未来学习中心建

设的根本遵循,既要在空间上更多注重可接近性,拓
展非传统学习区域,也要在功能和服务上以用户为

导向、基于用户个性化需求设计未来的学习体验,强
调交流、分享、创造的可行性与便利性,打造具身认

知环境,促进身体、心智与环境的持续互动,而不是

简单地设计学习空间或是对既有空间的更名、重组,
要彻底实现从以文献借阅为中心到以信息、知识服

务为中心的全流程转型、升级与再造[２６],为用户创

造跨学科服务的交流场所和创新思维培养的实

验室.
在空间场景上,基于个性化学习习惯和学习体

验,从以阅览室为主体转向以空间为主体,并且促进

空间、资源、服务的融合,体现主题式、开放式、协作

式等多元特征,在物理位置上可跨越边界,向宿舍

区、教学区、二级学院等人流密集型场所延伸,更接

近用户.
在服务时间上,消除用户与未来学习中心的“时

差”,为用户提供尽可能多的使用时间,特别是节假

日、寒暑假等对用户而言的学习高峰期,未来学习中

心应该予以开放,并保障相应的功能与服务“不掉

队”“不打折”,而不仅仅是提供简单的空间场所.
在需求感知上,应通过数据准确了解用户需求

及行为变化,主动感知其现实需求与潜在需求,为用

户提供可预测的个性化服务,并不断调整服务与业

务流程以适应用户需求的变化[２７].

４．１．２　以连接为保障

从学习的形式与趋势来看,未来学习中心将不

再由一个个孤立的空间场景组成,而是更加注重连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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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与共享,把用户、资源、活动、设备、环境融为一体,
以连接促进协同合作、社区构建以及跨学科的交叉

式学习,激发社群活力与力量,从而为用户创造更多

的机会和价值.连接是泛在化、跨越边界、双向融通

的,包括用户与未来学习中心的连接、用户之间的连

接、未来学习中心各空间之间的连接.
用户与未来学习中心的连接可以增强学习的情

景性,拉近用户与学习内容之间的距离,在虚实相间

的情景下融入其中,不仅能获得清晰、具体的表象知

识,还能对内容有更深刻的体验,从沉闷固化的接受

过程转为主动探索的体验、发现、创造过程.
用户之间的连接可以促进社群的建立,通过社

群使用户之间的需求、期待、灵感紧密连接起来,进
而推动社群内的知识分享、学术交流和活力激发,在
深度掌握所需知识与内涵建设基础上,更加广泛涉

猎相关知识以提高知识外链能力,这也是“明天的图

书馆”的期盼[２８].
未来学习中心各空间之间的连接可以为知识的

流动、资源的共享建立通道,特别是在国家“四新”学
科建设背景下,进一步创新学科交流环境,注重空间

连续体与课堂交互环境构建,使得用户可以在不同

学科空间场景下便捷切换与快速转场,按照需要从

一个空间“走”到另一个空间,把物理环境与虚拟环

境巧妙结合起来,实现知识流与用户流的平滑对接.

４．１．３　以技术为底座

技术以及对技术应用的反思与再造正成为学习

生态系统中的必要条件,未来学习中心的场景、功能

及服务将以技术作为重要的底层支持部件.随着未

来学习中心的不断成熟,技术将不仅仅作为一种学

习解锁工具而存在,而是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并且改

变学习生态[２９].
作为解锁工具,要让技术发挥真正的作用,而不

是“炫酷”,比如多屏显示、泛在网络环境、智能环境

控制等技术,并且通过技术的应用真正提升时间的

成本效益,不应该让用户把时间浪费在使用前的各

种准备工作中,如启动照明设备、调节空调温度、调
试设备上,而是通过“一键启动”实现空间的智能

管理.
改变学习生态主要是构建虚实相间的场景融合

学习环境,通过场景革命,推动技术赋能学习,比如

通过 STEM 课 程 中 心 和 CBL(ChallengeBased
Learning)学习激发创新思维,通过互联网思维重塑

教育流程与学习方式,通过万物互联与虚拟课堂打

破时空局限,通过虚拟仿真与多模态互动推动时空

异步的学习情境化,通过媒体矩阵与网络交互深化

学习协作与社交,通过互联网工具(APP、小程序、短
视频等)拓宽学习场景等[３０].

４．２　功能定位

４．２．１　虚实结合

数字化转型与创新使图书馆的空间不局限于物

理形态,而是通过物理空间与虚拟空间的高度集成

与协作为用户创造虚实结合的混合式学习环境,并
且随着物联网、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技术在图书馆

的大规模应用,以物理空间和虚拟空间相互融合的

智能服务系统将会成为未来学习中心的重要基础设

施.智能服务系统将在物理空间与虚拟空间之间形

成协同映射,为用户与未来学习中心的连接、用户之

间的连接、未来学习中心各空间之间的连接建立应

答通道,保障学习无边界、空间不设限,从而打造一

个与物理空间内生互联、智能协同的全景化学习

空间.
智能服务系统一方面可以使物理空间重新焕发

活力,比如通过灵活的空间布局、小组式多屏显示系

统、可自由组配的桌椅与教学用具、互动式教学系统

等打造功能多样的主题式、协作式、探索式学习场

所,可以满足不同学科方向的教学组织形式与自主

探究、协同合作等学习形式的需要;另一方面可以通

过虚拟空间拓展在线学习场景,不同于慕课环境带

来的孤独和无助,未来学习中心下的虚拟空间更注

重参与者之间的社群化互动与角色翻转,让用户能

够提升参与感、获得感.

４．２．２　智慧交互

未来学习中心将在智慧图书馆建设背景下,充
分利用智慧化技术打造更具价值的馆舍空间服务,
提升空间在支持交互式学习、交流共享等方面的作

用,体现智慧与交互的时代功能.智慧交互主要是

在信息技术支持下,在用户、空间、资源连接基础上,
通过数据的感知、分析与回传,对传统空间、环境进

行重构与智慧赋能,以满足未来学习的需要.
在数据感知层面,主要通过设备(智能门禁、人

脸识别、可穿戴设备等)和系统(借阅系统、预约系

统、数据库系统等)获取用户的行为数据与交互数

据,并上传至图书馆的智慧大脑(数据处理中心);在
数据分析层面,对用户的行为数据与交互数据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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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分析,注重数据底层价值与信息的挖掘、预测,
实现需求感知接力;在数据回传层面,将数据分析结

果以服务的形式向用户交付,基于 AI(AntifcialInＧ
telligence)助手提供空间导航与交互服务两大功能,
空间导航包括室内地图展示、布局介绍、路线导航以

及关联的业务推荐、空间/座位推荐、讲座/论坛推

荐、展览推荐等应用类服务,比如根据用户座位预约

习惯,为其提供推荐座位,甚至可以委托 AI助手实

现自动预约,交互服务包括教、学、研可视化连通、智
能交互咨询与客服应答、推荐类应用信息订阅与反

馈、个人应用与服务中心建设等,更多体现用户的参

与性和决策性[３１].

４．２．３　沉浸体验

沉浸体验源于沉浸理论,当人们在进行活动时

如果完全投入情境当中,注意力将高度专注,并且过

滤掉所有不相关的知觉,进入沉浸状态,从而使个体

获得极大的愉悦感和收获感[３２].随着虚拟现实

(VirtualReality,VR)、增强现实(AugmentedRealＧ
ity,AR)、元宇宙等技术在图书馆的应用,人、场、物
融为一体的沉浸式环境将是图书馆未来服务的重要

场景,沉浸体验也将成为图书馆未来学习中心的主

要功能.
沉浸体验的主要应用方向有:(１)虚拟空间导

览,可借助 VR设备通过虚拟场景了解图书馆空间

布局与功能服务,增强代入感与现场感,比如室内导

航、图书定位等;(２)场景化阅读,采用５G、VR、全景

视频拍摄、三维动画制作等技术打造虚拟阅读展厅,
让书籍里的文字“活”起来,让书籍会“说话”,为用户

打造身临其境、跨越时空的阅读体验;(３)沉浸式社

交,用户可以在映射的虚拟图书馆内与图书馆或其

他用户进行交流,提高社交积极性,增强图书馆的社

交属性,进 而 促 进 用 户 在 社 群 内 的 知 识 分 享 与

创造[３３].

４．３　服务形态

未来学习中心将是大学生在图书馆学习的陪伴

者、指导者和学习伙伴,也是教师成长与发展的支持

中心,其主要服务形态可在以下几个维度探索与

尝试.

４．３．１　学科智慧空间

聚焦学科专用空间,是服务教育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动能.２０２２年,国家第二轮“双一流”建设启

动,不再区分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将探索分类发

展,引导高校聚焦学科专业领域的强基固本、创新突

破.通过聚焦学科专业优势、融入先进技术、创新学

习形式,推出集空间、资源、平台、服务为一体的学科

智慧空间解决方案,助力专业人才培养和个性化学

科教育.
在形态上,可面向不同学科或需求,如:(１)思政

教育.以内置的思政资源、红色文献、中华传统文化

等为支撑,通过讲解、演说、VR 体验等引导学生进

入思政语境,积累思政表达,满足思政育人课堂全景

化教学与实践需求;(２)外语学习.围绕“听、说、读、
写、译”专项能力培养,开展多元口语互动教学、学生

写作智能评阅、计算机辅助翻译、外语技能综合实

训、VR外语实验教学等活动,将信息技术与外语学

习深度融合,为教学生态插上“数字”翅膀,共同赋能

外语教育教学的创新探索;(３)工程训练.以培养学

生工程实践综合能力和高水平应用型人才为目标,
提供全景化产教融合与实训教学环境,如 VR创作、

STEM 教育、３D打印、激光加工、机电综合等.
在功能上,主要体现在:(１)智能板书.通过模

拟传统粉笔书写,实现电子板书实时互动,如教师布

置随堂测验题目,学生可直接在学生端屏幕书写答

案,教师可在教师端屏幕获得实时反馈,为教师提供

智能化的课堂分析与诊断;(２)屏幕反控.教师无需

来回走动,即可在屏幕上操作教学电脑等设备,学生

端操作也可直接回传至教师端,提升课堂教学效果;
(３)投屏互动.多端屏幕可实时连接、互通,教师可

根据需要随时组织分组研讨、问题竞答、成果展示,
组内可实现同屏书写讨论,组间可实现投屏对比

结果.

４．３．２　数字学术空间

数字学术是利用多种技术、工具与方法介入数

字化学术跨学科研究全过程的新型服务模式,是在

数字人文基础上面向全学科的数字化学术服务.在

国家“四新”大学科协同与交叉发展背景下,高校图

书馆应以数字学术空间为依托,充分利用信息技术

与图情知识,将数字信息导入可视化环境,打破学科

的固有概念和边界,创造新的知识,为用户创设数字

学术服务新生态.
数字学术空间不仅要为学科发展提供基于数字

学术理论、工具、方法和资源的支撑,还要为用户数

字能力、数字思维、批判思维的培育与养成提供学

习、实验、实践和展示的场景,其功能主要聚焦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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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技能培养、数字内容制作和数字成果创造三个方

面.一是数字技能培养,包括科学数据与文献管理、
数字学术工具与技术、数字媒体工具等,通过数字技

能实验室让用户全面模拟、掌握数字学术研究的流

程与方法,以及数字学术/媒体工具的实操演练.二

是数字内容制作,在数字媒体实验室支持下,不仅是

全媒体视角下的馆藏/特藏数字化,还包括把学校在

科研发展和学术交流中产生的“鲜活知识”(原创型

数据资源和创新型学术资源)汇集并保存下来,形成

数字记忆.三是数字成果创造,鼓励用户互动与创

建,使信息产生增值效益,促进学术产出与科研产

出,比如通过数字人文项目推进数字技术与人文学

科研究思维、研究方法的变革.

４．３．３　教学直播空间

慕课与在线教学是未来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方

向.现阶段,高等教育呈现出线上、线下混合发展态

势,并且数字化教学比例大幅上升,直播教学、在线

会议、远程报告等成为新的教学需求场景.教学直

播空间具有线上教学、直播录播、教学录制等功能,
不仅能够满足专业化的线上教学需求,还可以通过

智能课堂分析实验室,多维度采集在线教学数据,实
现课堂教学的全程化、全面化、全员化智能监测、分
析与个性反馈,同时支持专题教学视频库建设、慕课

与微课的录制等.
在教学直播方面,提供高品质、专业化的直播场

景,能够满足督导巡课、角色翻转、课堂互动、报名签

到、随堂测验等需求,同时通过内嵌的课堂分析实验

室,可实时连续追踪在线教学过程中的多模态教学

行为与学习状态,对教师和学生进行数据监测与智

能分析,并且通过多模态行为与数据的全谱段、全要

素评估,可不断优化教学直播的方式与方法.
在课程录制方面,可在教学直播过程中自动录

制,也可单独录制,最后一键生成专题教学视频,用
于精品课程数据库或本校资源平台建设,学生可在

授权后获得回看资格,对教学内容进行反复学习、标
注,同时也支持慕课、微课的录制、编辑、发布,为用

户提供智能化、一站式制作环境,满足数字化学习

需要.

４．３．４　面试/复试空间

疫情常态化给大学生线下的就业面试、升学复

试带来阻隔,因此,一种为线上面试/复试提供专业

化服务的场景开始出现,这就是面试/复试空间,它

主要服务于求职面试(选调生、公务员、事业单位等)
与研究生复试(硕士、博士),而且随着数字化技术与

服务的不断成熟与广泛应用,线上面试/复试将成为

常态,并且为社会所接受.
面试/复试空间主要由硬环境与软服务两部分

组成.硬环境包括全景摄像头、补光灯、计时器、话
筒、音箱、手机支架、背景幕布、提词器、电脑、便签、
网络、全身镜等.软服务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是培

训,定期开展相关主题培训,主要包括面试/复试的

礼仪和技巧两方面内容,此外,还提供专门的数据

库,用户可随时学习、复习、提升、进阶;二是模拟,用
户可根据自身需要开展面试/复试前的模拟仿真自

测,除空间支持外,还可向图书馆申请导师进行模拟

仿真过程的全程指导,还可以参加面试/复试训练

营、大赛等,以提升面试/复试综合能力,包括逻辑思

维能力、语言表达技巧、临场应对策略等;三是实战,
为用户面试/复试提供专业化、全景化的环境,用户

通过预约可获得免打扰使用权限、申请临场指导.

４．３．５　教师发展空间

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基.未来学习中心在

向大学生提供服务的同时,也要注重对教师职业与

专业发展的终身支持,依托全方位、立体化的课程体

系,融合教师发展智慧平台与在线社区,为教师提供

教研一体化成长空间,助推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建设,实现教师发展与图书馆服务的融合、联动,不
断提升创新力、教学力与科研力,打造服务于高校课

堂变革与教师全面发展的特色智慧空间,集协同备

课、教学演示、观摩研训等功能于一体.
在协同备课区,提供圆桌化、平等化的协作环

境,同时依托图书馆丰富、专业的数字课程、配套课

件、学科资源、科研数据、教学设施等,保证各类资源

所见即所得、所得即可用,教师可高效开展集体备

课、跨区域备课、学科交叉式备课等活动,满足协作

与交流的备课需要.
在教学演示区,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推进新

时代教学模式创新,教师可在此区域开展日常教学、
课程示范、说课、培训、讲座、远程直播教学嵌入等活

动,满足CBL等学习模式需要,支持“情境－活动－
体验”“问题－讨论－总结”“自择－自悟－交流”等
教学场景.

在观摩研训区,为教师提供开放、即时的互动环

境,针对教学演示中的亮点,观摩人员可在该区域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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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即时讨论,进行实时交流、思想碰撞,同时还能够

与云端专家进行可视化连接,让教师收获科学性、立
体化的观摩与研训,实现进阶发展.

５　结语

服务的创新犹如开窗,推开一扇窗就是一个全

新的世界,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敢不敢推开以及如何

推开.未来学习中心不只是对图书馆既有空间在功

能和形态上的一种简单改变,而更多是在于探索一

种新的学习模式、创造一种新的学习生态.面向未

来,图书馆应在这个充满挑战与机遇的新时代,主动

拥抱高等教育改革与社会进步,重新塑造自身在高

等教育场景下的新范式与新使命,为图书馆服务的

颠覆性创新推开一扇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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