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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图书馆特色人文空间建设研究

———以湖州师范学院图书馆基于名人捐赠的特色专库为例

□张微微∗　龚景兴　姚锦芳

　　摘要　介绍了湖州师范学院图书馆基于名人捐赠建设特色专库的具体措施,如聚焦特色文

献、推行合理政策、拓展利用渠道、延伸服务范围等,分析了高校图书馆在获取和处理名人捐赠方

面的现实难题,提出以人物关联的方式构建基于名人捐赠的特色人文空间,并指出在服务体系上

要注重用户体验,满足用户的多层次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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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接收民间个人文献捐赠,是图书馆丰富馆藏资

源的重要补充途径,同时也体现了图书馆在社会文

化环境中所承担的保护和传承文化的社会职能.公

共图书馆一般都设有地方文献征集机构专门从事这

项工作,并根据需要进行推广宣传.相比而言,高校

图书馆因受读者类型单一、社会融入程度低、行政管

辖垂直性等因素影响,在社会捐赠的可获得性上处

于明显劣势,尤其是文化名人的捐赠更加稀少.然

而,不易为并非不可为,最新修订的«普通高等学校

图书馆规程»中明确提出“高等学校应鼓励社会组织

和个人依法积极向图书馆进行捐赠和资助”,并“寻
访和接受社会捐赠”[１].因此,高校图书馆完全可以

在寻求文献捐赠的方法上独辟蹊径,把捐赠工作体

系化、个性化、高端化,继而打造具有自身特色的人

文空间,在丰富馆藏资源、促进学科建设、融合地方

文化等方面发挥特有的作用.
图书馆接受作者及出版机构的文献赠送是比较

常见的,但由于品种散、数量少,一般都难以形成系

统性的特色,因此,寻访具有一定规模和特色的文献

源,形成可持续的文献捐赠就具有特别的意义.近

年来,湖州师范学院图书馆以文化名人捐赠为抓手,
通过人物关联的方式走出了一条别具特色的文献受

赠之路,为图书馆的特色人文空间建设奠定了最佳

的资源基础.名人捐赠是有别于普通文献赠送的,
无论是捐赠者还是受赠者都有着明确的权利和责

任,获赠的藏品除传统的图书、期刊外,还有大量珍

贵的名人书画、手稿、照片、文物等,同时,对于藏品

的管理和开发利用也有着特殊的要求和措施.因

此,深入挖掘捐赠藏品的价值和意义并提炼打造馆

藏特色是非常有必要的.笔者以湖州师范学院图书

馆的几个特色专库为例,对高校图书馆基于名人捐

赠的特色人文空间建设进行实证研究,探讨其对于

促进图书馆特色发展、助推高校学科建设、保护地方

人文资源和提升社会影响力的特殊作用.

２　基于名人捐赠的特色专库建设

本文讨论的名人捐赠,是指具有一定社会地位

和影响力的文化名人的捐赠行为,其捐赠的文献资

料具有一定规模,且文化内涵丰富,特色鲜明.毫无

疑问,这些文献资料产生社会影响的根源在于其稀

缺性和独特性,基于此,构建特色专库就具有特别的

意义.湖州师范学院图书馆特色专库均与捐赠者本

人的身份和专业特长有着密切的关系,从而有着各

自不同的收藏特点(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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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特色专库概况

专库名称 捐赠者 类型 数量 建成时间 专库特色

沈行楹联艺术馆 沈左尧

楹联 ２８幅

诗词、书法 ２３２幅

文物、工艺品 ４２件

图画、照片 ３０９幅

书刊、手稿 ９６份

其他资料 若干

２００７年

中国高校第一家楹联艺术馆.藏品中包括徐悲鸿、

傅抱石、吴作人、谢稚柳、李可染、刘开渠、黄苗子等

一批名家大师的２００余件书画作品.另有沈左尧自

己创作的楹联、诗词、素描、水彩、摄影等作品４００余

幅.自成立后,成为育人科研重要的载体和平台,是

全校学生进行美育教育的实践基地,并被评为市级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姚碧芸文库 姚碧芸 图书 ２１５７册 ２０１０年 数学学科专业图书和杭州地方文献为主

香港作家文库
５０多位

香港作家
图书 ２０００余册 ２０１３年

赠书内含曾敏之、刘以鬯等著名作家的签名本,补充

和丰富了香港文学作品馆藏结构.该文库仍在进一

步扩增中

陈永昊专库 陈永昊 图书 ２３４９册 ２０１５年 社会科学研究图书为主

汤建驰专架 汤建驰 图书 ７６５册 ２０１５年 新闻专业图书为主

徐重庆专库 徐重庆

图书 ２５０００余册

字画 １４７幅

手稿 ５０余份

篆刻 ３９枚

信件 １００００余封

照片及其他资料 若干

２０１６年

珍藏有茅盾、巴金、钱钟书、俞平伯、钱君匋、刘延陵、

赵元任、臧克家等名人的亲笔书信,赵景深的日记和

信札,陈立夫、章克标的书法作品,及大量的郁达夫

研究资料,为研究现代文学史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顾瑞麟专库 顾瑞麟亲属
图书 ９０８册

期刊 ３１１０册
２０１７年

捐赠书刊多数涉及中医药研究文献,补充和丰富了

馆藏医学文献资源,对研究中医药学具有较高的参

考价值

于友专库 于虹(于友之女) 图书 ２０００余册 ２０１８年 新闻专业图书为主,也含部分通信和手稿

褚钰泉文库 褚钰泉
图书

手稿
５０００余册 ２０１８年

包含大量的作者签名学术著作,及本人创办的全套

读书杂志«悦读 MOOK»,另有其编辑生涯中积累的

送印修改原稿,文化价值深远

严务本专架 严务本 图书 ６３０册 ２０１８年

«国家图书馆藏常氏书札»«二十四史全译»«中国华

东方献丛书第一辑»«东方杂志»等图书极大地丰富

了馆藏

　　这些特色专库不仅极大地丰富了馆藏资源,更
在学校办学过程中起到了非凡的作用,特别是在教

育部、教育厅等组织的各类评估和检查活动中,赢得

了专家们的高度肯定.同时,在学校的各项建设中,
特色专库的影响与地位也非常突出.主要表现在以

下方面:

２１　聚焦特色文献,助推学科建设

根据学校学科建设和专业教学的需要,图书馆

在丰富馆藏时需充分发挥信息资源建设优势,注意

专业文献资源的收集储备,从而更好地适应学科发

展需要,满足学科信息需求.除此之外,还要注重地

方文献资源尤其是特色资源的收集、整理、开发与利

用,辅助培育特色学科,最终形成地方办学特色.如

表１所示,各类特色专库收藏的文献资料涉及多学

科方向,题材多样,内容丰富,促使特色馆藏建设能

够与学科研究有机结合,如依托“沈行楹联艺术馆”
成立了美术研究中心,共同培育美术学科,并助力艺

术学硕士学位的获批招生;基于“徐重庆专库”,为现

代文学研究提供珍贵素材;其他各类专库,对新闻

学、医学、数学等学科的研究与发展也有较大帮助.

２２　推行合理政策,激活潜在资源

捐赠政策的导向直接影响着高校图书馆能否获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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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高质量的社会捐赠.把捐赠者的权益保障和人文

关怀放在首位的政策能够获得更多社会知名人士的

心理认同,从而促成更为广泛的捐赠行为.有偿捐

赠的奖励政策往往有章可循,无偿捐赠更多的是基

于社会价值、个人成就或道德责任的体现,更注重精

神层面的认同,其奖励手段需形式多样,灵活变通,
如台湾高校图书馆向捐赠者提供荣誉借书证、增加

借书册数、授予部分管理权利或冠名图书馆项目、设
备、空间等[２],其纪念价值和表彰意义不仅是对捐赠

行为的高度认可,更是对其他潜在捐赠者的积极鼓

励.自２００６年湖州师范学院图书馆正式开设特色

专库以来,众多湖州地方人士和湖州籍文化名人受

到了极大鼓舞,除了自己主动表达捐赠意愿外,还积

极热心联络更多知名文化人士加入捐赠队伍.

２３　拓展利用渠道,体现文化内涵

文化名人出于个人喜好、专业研究等目的收集

的文献资料,经过时间的积累,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

和文物价值,如名家签名本、著作手稿、字画古籍等.
这些藏品不仅要妥善保存,更要深入挖掘其文化内

涵,提升图书馆文化服务能力.以成立特色专库的

方式单独入藏,可以相对集中且有针对性地对不同

来源不同类型的藏品进行区别化管理与利用,如高

价值字画等可以设计安全等级高的展厅进行展示,
或利用高仿、复制等技术作常规展示;名人手稿书信

等可以利用扫描、拍照等技术开展数字化馆藏与服

务工作;古籍方志等在整理校勘之后可以进一步影

印出版,降低利用门槛.同时,精准提炼藏品的文化

元素,构建文化品牌,打造独特的图书馆文化,乃至

校园文化.如湖州师范学院图书馆有感于沈左尧先

生爱国爱乡、无私奉献、倾心教育的大爱精神,创建

“左尧微言堂”文化品牌活动平台,旨在着重向学生

推介湖州地方文化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中华

老字号”品牌,深化文化育人功能,全力刻画“湖州印

象”.湖州师范学院先后出版了«沈行楹联集»«沈行

楹联艺术馆馆藏作品选»等著作,大量的书画藏品也

被摹刻在校园道路、复制悬挂于会场礼堂等其他文

化景观中,使广大师生在休闲观赏中感受藏品的文

化魅力.

２４　延伸服务范围,提升社会影响

以特色专库为基础打造图书馆特色人文空间,
除了调整与优化馆藏结构,最重要的功能是将原本

不易向社会公开的文献资料以适当的方式提供利用

服务,从而更好地促进学科研究、地方文化乃至社会

教育的发展.如徐重庆先生藏品引起了湖州文化界

人士和海内外现代文学研究者的广泛关注,众多社

会读者专门前来参观查阅;沈行楹联艺术馆作为文

化建设精品场馆,免费向社会开放,被授予湖州市中

小学社会实践基地,并在湖州市全国文明城市创建

等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

３　高校图书馆获取名人捐赠的途径分析

图书馆获取社会捐赠主要来源于个人或组织的

馈赠或清理[３].而促成文化名人的捐赠,除了肯定

个人成就和繁荣地方文化的主旨外,还存在着一些

私人的特殊原因,如捐赠者出于对故乡、母校的眷念

或对毕生事业的热爱;或捐赠者希望留存个人的研

究轨迹供他人参考;或因子女从事专业与捐赠者的

研究方向不一致,且对其收藏不感兴趣;或因场所限

制、住宅搬迁等原因导致藏品无法妥善处理;或因人

才流动,贵重藏品的移动、运输成本过高等.
目前,高校图书馆接受名人捐赠的途径与形式

多样,从捐赠者的捐赠意愿上分为主动捐赠和鼓励

捐赠.

３１　本人主动联系

当前有一批文化名人,大多年事已高,其受成长

环境的影响,乡土情结深,文化情怀重,捐赠意愿十

分强烈.因此,在安置一生所藏的珍贵资料时,他们

考虑更多的是对文化事业的推动与促进,故而图书

馆就成了捐赠首选对象.同时,高校图书馆具有人

才优势和专业特色馆藏优势,特别是部分地方高校,
更具有一定的地域声望,在教书育人的同时,也对地

方文化事业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所以,众多文

化名人出于眷念地方、回馈社会及操作便利等缘由,
也愿意主动与地方高校图书馆联系捐赠事宜.如汤

建驰、陈永昊、严务本等地方名人,主动提出以捐赠

图书的形式助力湖州师范学院师生学习研究,并建

议向社会开放借阅.

３２　子女家属捐赠

在主动捐赠的前提下,还有许多捐赠者由于年

龄、身体或其他原因,无法亲自到场,委托子女或家

属代为捐赠,或者子女家属在了解本人意愿的情况

下主动联系捐赠.如徐重庆先生,虽坐拥“书城”,但
居室太小,大量珍贵书籍资料只能装箱打包,堆积如

山.为了妥善安置毕生珍藏,徐先生多次表达了捐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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赠意向,最终因身体原因,无法亲自办理,由家人遵

其意愿将其收藏的全部书籍、信件、字画及其他资料

无偿捐赠给国家,并由湖州师范学院代为典藏.无

独有偶,于虹女士秉承父亲(湖州籍名记者于友先

生)遗志,主动联系图书馆将其父生前收藏的大量珍

贵书籍藏品全部无偿捐赠.

３３　友人牵线搭桥

有些捐赠者或家属虽有捐赠意向,但因不了解

受赠者情况,往往“不得其门而入”.这就需要一些

对捐赠者和图书馆情况都有所了解的热心人士从中

沟通协调.特别是对于定居他乡的捐赠者,虽满怀

爱国思乡之情,却无法准确获知故乡发展动态及对

捐赠物品的处理意向.在这种情况下,热心人士的

主动引荐和沟通交流就显得尤为重要.沈行楹联艺

术馆就是源于沈左尧先生落叶归根的寻根之念,经
地方学者徐重庆先生的仔细查证和积极引荐,最终

将毕生藏品全部无偿捐献给故乡院校.不仅于此,
地方文化名人因个人交往和人格魅力,往往能直接

或间接地吸引更多的知名人士参与捐赠.如经徐重

庆先生和世界华文作家学会副会长李远荣先生热心

号召,香港多位作家捐赠２０００余册文学书籍.徐重

庆先生牵线形成的部分捐赠者关系如图１所示.

图１　捐赠人物关系图

３４　图书馆寻访

除了利用常规的捐赠倡议和募捐业务获取捐赠

外,高校图书馆还需主动跟踪社会信息动态.当今,
新媒体迅猛发展,个人或组织机构常常会在多种平

台上发布珍贵资源或透露其线索,如史料族谱、碑石

拓片、名人遗物等特色文献资料,这就需要图书馆常

年保持对文化名人或机构的多方位关注,提升信息

敏感度.一旦发现有效信息,主动寻访联系并带着

高度的诚意和妥善的捐助方案上门寻访,争取理解

和支持,并最终得到授权或合作.馆藏中«甘棠桥

记»«甘棠井石碑»两件实体文物就是在湖州地方文

化学者的引荐下由图书馆前往居民家中收取的.
文化名人的捐赠意愿大多因情而生,日常问候、

节日拜访、温情陪伴等虽为小节,但更为触动人心,
也彰显了图书馆的文化责任与社会责任.因此,在
捐赠意向达成或捐赠行为产生后,图书馆除了要注

重对藏品的管理外,还应注意与捐赠者、牵线人之间

维持长期持续的情感联系.

４　高校图书馆对名人捐赠的利用现状分析

因信息渠道窄、协调难度大、商讨细节多等现实

难题,高校图书馆在寻访、获取名人捐赠时面临着种

种限制,有些大规模的捐赠甚至需要沟通联系１０余

年之久.即便如此,在处理利用获赠藏品方面也存

在诸多困难.“收藏一辈子,捐赠一车子”,许多文化

名人积累了一辈子的精神财富在现实中常常是“捐
赠几车子”,除了正式出版物外,还有大量的原始资

料和非公开资料,如创作手稿、名人字画、私人信件、
篆刻印章等.如何全面认识和有效体现藏品的真实

价值,是对高校图书馆的捐赠管理体系和服务机制

的严峻考验.

４１　赠书复本的处理取舍两难

基于尊重捐赠者和维持捐赠热情,图书馆不能

随意处置复本,而如果不主动剔除赠书复本,无疑将

大大增加图书馆的馆藏空间压力,且影响使用效果.
即使处理复本,往往是留下保存较好的几册,如果图

书馆已经有同书的精装本,入藏的平装本将更少.
然而,有的名人捐赠的书刊资料大多出版年代久远,
或内含名家批注、签名和钤印,或留有名人间相互赠

送时的留签,加之又是名人亲自使用或收藏过的,已
经具有了一定的文物价值.此时,简单粗糙的复本

处理方式容易导致名人签名本或题词本混杂在被剔

除的平装本中,最终明珠蒙尘.曾有报道,著名作家

捐赠给某图书馆的外文杂志流失到市场,这其中很

大可能是由于复本处理不当造成的.但若请专业人

士协助参与剔除工作,其时间、人力成本又会居高

不下.

４２　非书资料的价值难以界定

图书、期刊等正式出版物的管理已经是图书馆

界非常成熟的业务工作,经编目即可入藏.而对于

手稿、书信、字画、照片、文物等非书资料藏品,其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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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管理等工作在国内外都处于探索阶段.非书资料

在简单的分门别类后,必须由专业人士或者熟悉人

物背景的友人协助鉴定真实价值.如创作手稿,展
现作者在构思创作时的思绪与心路历程,稿纸上的

每一笔改动,对于研究该作品及作者都是极具价值

的,有些甚至可以解开历史中的一些谜团,而这些都

是无法通过成品稿或印刷品获知的.名人文友间的

书信往来真实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环境、人物心理及

事件发展轨迹,这对于解读人物历史事件具有重要

意义.如徐重庆专库中存有大量其与王映霞女士的

通信,解开了现代史上事关郁达夫等其他知名人物

的诸多争议.另有字画文物等,更是必须邀请专业

人士或机构协助鉴定.

４３　藏品的保存手段相对复杂

普通的图书、期刊在编目上架后,可遵循书刊利

用规则提供服务,在保存时做到防虫、防霉、防尘、防
蛀之外,一般无需特殊处理;但对于不提供外借服务

的手稿、书信、古籍等,因读者更关注其内容,需要在

数字化处理后提供使用,原件则要求集中存放;对于

字画、照片、文物等,用户需求以欣赏为主,所以需要

在保存及展示时注意空气的质量、湿度、温度与光线

等环境因素及其他物理、化学反应对藏品的影响,力
求延缓损坏.除此之外,还需采用必要的人防、技
防、物理防护,为所有藏品营造一个安全适宜的保存

环境.

４４　物理空间的规划存在限制

不同于零星普通捐赠,名人捐赠的藏品数量较

多,类型多样,考虑到保管方式的差异性、藏品展示

的专题性和读者利用的系统性,图书馆往往需要开

辟出单独的物理空间进行陈列,这通常也是捐赠者

的普遍要求.尽管当前的现代化图书馆已逐渐采用

大空间、便于灵活隔断的开放性建筑,为快速发展的

创新服务留下更多的拓展空间,但是对于具有特殊

保管要求的某些藏品来说,科学合理的空间场地和

设计规划还是相对不足的.

４５　推广宣传的效果不甚理想

目前高校图书馆对待捐赠物品常见的宣传手段

多为图书捐赠榜、捐赠报道,以及开辟场地展示等,
而为藏品本身的内容资源进行整合并作精确提炼和

揭示宣传的却极少,导致藏品的真实利用率和影响

力大打折扣.许多赠书在入藏后往往束之高阁,流
通率极低,一些珍贵孤本或特殊版本,更是与读者缘

悭一面.非书资料类藏品大多数也由于场地或保管

条件等原因,无法常规性地展示在公众面前,更多的

是存放在仓库内.同时,在推广藏品资源方面,简单

的捐赠网站建设、藏品展等手段已无法系统性地体

现文化内涵,也难以深度满足读者的文化需求,更遑

论在用户群体中形成完整认知与品牌印象,这也间

接导致了部分图书馆开展募捐时“孤掌难鸣”、接受

捐赠时“独自乐呵”的尴尬场面.

５　特色人文空间的建设需求与优势

«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中指出,高校图书

馆应“保持重要文献、特色资源的完整性与连续性”.
这意味着普通的社会捐赠已经无法满足图书馆特色

发展的需求,零星的名人捐赠虽能获取珍贵的特色

资源,但是在可持续性上仍有欠缺.同时,传统的捐

赠行为宣传如公布捐赠名录、发布捐赠新闻、授予荣

誉证书等,在与捐赠人的互动和社会服务的融合上

仍不够深入,也无法进一步延伸捐赠服务工作的广

度与深度[４].因此,通过地方人物关联方式规模性

地获取名人捐赠,建立特色馆藏体系,同时整合藏品

内涵,形成文化品牌,最终构建特色人文空间,这对

于图书馆“形成具有本校特色的馆藏体系”是一项非

常有益的尝试.
高校图书馆构建基于名人捐赠的特色人文空间

呈现出一定的必然性:
(１)捐赠灵活化的要求.高校图书馆,尤其是地

方高校,足以构成显著特色的大宗捐赠资源是相对

不足的.图书馆可以在保障特色的前提下点面兼

顾,实现独立捐赠与众筹捐赠[５]相结合,灵活捐赠形

式,降低捐赠门槛,扩大捐赠影响.如湖州师范学院

图书馆的“香港作家文库”就是采用众筹式捐赠将

５０多位作家的赠书集中受理,一方面解决了个别捐

赠者赠书过少难成体系的尴尬,另一方面也积累了

图书馆在提炼馆藏特色时的文献基础.
(２)发展特色化的要求.在“双一流”建设中,坚

持以学科发展为基础,鼓励以学科特色带动学校特

色,最终达到各有所长.这就要求图书馆能够积极

配合,加强信息资源建设,挖掘特色资源,有效支撑

和培育学科发展.
(３)服务社会化的要求.“积极参与各种资源共

建共享,发挥信息资源优势和专业服务优势,为社会

服务”作为高校图书馆的主要任务之一,侧面反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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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对图书馆宝贵资源和信息的共享需求.同时,
高校图书馆拥有丰富的文献资源、信息资源、人力资

源和技术资源等,完全有能力将服务对象从本校师

生延伸至社会用户.目前,大多数高校图书馆放宽

了借阅权限,社会人员持有效证件即可办理借阅证

并利用各类资源和服务.许多图书馆还主动向地方

企业、教育机构、爱心机构等开展上门服务,如资源

培训、送书送刊等.
(４)功能空间化的要求.在信息共享空间理念

下,图书馆已经从书的空间逐渐转变为人的空间,服
务对象也逐渐从读者转变为用户,在提供知识服务

的过程中更加注重用户体验,通过分析整合用户反

馈的信息,进一步开发出增值服务,挖掘潜在用户,
提升图书馆服务水平.

同时,高校图书馆作为师生教学科研的重要支

撑,构建特色人文空间有其独特的优势保障:
(１)受众优势.高校图书馆服务的师生及校友

均对馆藏资源保持着不同程度地关注,同时,随着大

多数高校图书馆逐渐面向社会开放,许多民众更为

认可高校图书馆的学习氛围与文化气息,也逐渐透

露出对特色文 化 的 喜 好.如 沈 行 楹 联 艺 术 馆 仅

２０１７年度的社会人士参观量达３１９批３７００人.
(２)人才优势.高校庞大的专业人才队伍和人

才储备是图书馆开展特色服务的强大支撑.一方

面,高校图书馆在馆员学历和专业背景上要求颇高,
大多数馆员招聘要求硕士学历,也会对应聘者的信

息存储、加工和传播能力进行专业测试;另一方面,
针对学科专业,高校或高校群丰富的专家资源可通

过团队合作或特聘馆员等形式协助服务,相关专业

的学生队伍也可以纳入固定的咨询顾问团队,承担

日常整理和解说等工作.
(３)空间优势.在高等教育快速发展和图书馆

服务转型趋势下,图书馆依托高校相对充足的场地

资源,可以针对获赠的文献资料及时开辟合适的空

间进行整理展示和利用服务.
(４)宣传优势.国内高校及其图书馆都拥有自

己的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平台,基于人才优势,可以

有效组织媒体宣传团队,利用多种平台,即时发布特

色资源和服务,同时加强互动交流,提高粉丝活跃

度,确保宣传影响力.
湖州师范学院图书馆通过地方文化名人的相互

引荐和牵线搭桥,不断维系名人与图书馆间的情感

纽带,从而获取规模性的名人捐赠,再通过建设特色

专库的方式合并构建特色人文空间,不但拓宽了名

人捐赠的获取广度与利用深度,更形成了显著的馆

藏特色与服务品牌.

６　特色人文空间的服务体系

基于名人捐赠的大宗藏品构建特色人文空间,
是以固定舒适的场所空间为平台,以特色文化内涵

延伸出的服务、活动、产品为载体,在丰富图书馆馆

藏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服务学科研究、服务知识传

播乃至服务社会教育的功能.因此,在构建服务体

系时要注重满足用户的多层次需求,坚持用户体验

至上.

图２　特色人文空间服务体系

用户体验是用户在接受图书馆服务过程中的一

种纯主观的整体感知[６],直接影响服务的质量和用

户的口碑.随着信息资源的丰富和互动渠道的增

多,用户对图书馆的需求不再是单纯的信息提供,更
关注服务带给自己的满足与成就.特色人文空间是

馆藏特色资源与普通用户的“中介”,借助有形的空

间、丰富的藏品、精彩的活动、专业的服务团队和精

准的文化服务,为不同需求的用户提供不同层次的

体验,如感官体验、交互体验和情感体验等,最终在

创新服务体验和收集用户反馈的不断循环中传播无

形的知识与文化.因此,特色人文空间强调用户体

验,是空间、内容和用户的有机协调,其本质是以人

为本.

６１　提升感官体验,吸引用户目光

感官体验注重用户的视觉、听觉等方面的感官

反馈,以实体或虚拟环境吸引用户,唤起体验冲动.
在空间布局、环境布置、标识引导等情景化实体或终

端上给用户最直接的感官刺激,营造良好的初始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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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塑造用户的服务期望.如湖州师范学院图书馆

开辟两个楼层共２０００多平方米的展厅专门展示沈

左尧先生捐赠的艺术作品,在规模和气势上与艺术

价值相匹配,给人以震撼的力量.对于藏品展示,需
根据外在或内在特色创新展示渠道.如为价值高的

赠书施行捐赠者冠名制度,打破传统图书馆排架规

则,开辟专题书库或书架,并在馆藏目录的馆藏地点

上直接显示,这样不但强化捐赠者的荣誉感,激发更

多潜在捐赠者的积极性,更能够方便用户记忆,降低

查阅难度,深化用户的品牌认知.对于非书资料,可
以深度利用其稀缺性和话题性,开展各类主题展览,
如书画展、手稿展、藏品展等.尤其是地方特色文化

文献和贵重藏品,如古籍善本、名人手稿、签名本、书
画等,大多为孤本(孤品),且因具有文物价值或特殊

原因不宜与读者直接接触,可以利用扫描或拍照等

数字化手段建立“线上展厅”,将展品细节等信息图

文并茂地呈现给读者,深度解读,破除时间场地限

制,吸引用户随时随地利用.

６２　提升交互体验,分析用户反馈

用户对于服务是否满意取决于其在体验过程中

的综合印象,是服务过程与用户体验在互动中的平

衡点.因此,精准地分析用户对服务系统、服务方

式、服务内容的需求能够帮助找准提升用户体验的

关键环节,形成服务特色.如在数据服务方面,收集

相关捐赠信息建立捐赠档案数据库,整理书籍类藏

品建立书目数据库,整理非书资料藏品建立藏品数

据库等,打造统一的数字化检索平台,同时,注重美

化操作界面,强化功能性,增加便利性,减少用户寻

找和获取信息的心理和技术障碍,顺畅利用特色资

源.在推广服务中避免同质化现象,考虑到名人捐

赠素材的独特性与原始性,深入细致地挖掘藏品内

涵,科学定制品牌发展战略,利用讲座、论坛、读书沙

龙等不同活动形式的宣传特点,有的放矢,精准服

务.同时,提高线上宣传质量,利用网络媒体平台用

户活跃、传播迅捷、个性互动、视听共享的特性,打造

专题图文系列,并注意收集和回复后台用户咨询与

留言,完善服务反馈流程和传递机制,真正做到高质

量共享.为配合特色资源的开发利用,湖州师范学

院图书馆将特色馆藏与学术交流结合,以“守望文

脉”系列活动为例,开展藏品展、书展、邀请专家学者

开展讲座,举办读书笔记征集活动,线上推广名人及

藏品故事等,让用户全方位、系统性地了解和领悟藏

品的特色文化,通过与自身学习生活的场景对比,体
会蕴含在藏品外的精神力量.

６３　提升情感体验,满足用户诉求

情感体验是用户体验的高级阶段,注重用户在

接受服务过程中的精神享受与心理满足.情感上获

得满足的用户往往有可能发展为忠诚用户,这也意

味着需要为不同类型的用户提供定制的个性化服

务.如让国人趋之若鹜的“故宫文创”等,以历史性、
知识性、艺术性为背景,将服务目标定位于满足民

众,特别是年轻人的消费诉求,设计出饱含趣味性、
实用性和互动性的文化创意产品.相较于博物馆和

美术馆,高校图书馆面对着大学生群体和社会人士

日益旺盛的文化消费诉求,其文化创意产品却仍处

于起步阶段.而特色人文空间依托大规模的特色资

源特别是非书资料藏品资源,在设计文化创意时,完
全有条件突破图书馆固有印象,通过挖掘名人轶事

和藏品内涵,设计制造不同用途、不同类型、不同风

格的文化产品,营造校园文化消费氛围.此外,通过

向社会公开招募志愿者,邀请用户参与设计活动主

题或标识,赠予热心用户图书馆定制礼品、与名人名

家近距离接触等方式均可以不同程度地激发用户的

主体意识和参与热情,愉悦用户心理,增强情感联

系.湖州师范学院邀请学生采访捐赠者家属或友

人,通过最直接的面对面交流让学生领会到捐赠者

的心路历程和人格魅力,在潜移默化中发挥了文化

育人的功能.

７　结语

高校图书馆积极获取社会捐赠,利用社会力量

促进自身发展,对于缓解经费压力、优化馆藏结构、
助力学科建设、提升社会影响有着直接的意义.因

此,通过名人相互关联引荐的方式扩大捐赠规模,并
设立特色专库进行深入挖掘,从而构建特色人文空

间,其生命力在于对文化内涵的挖掘与提炼,关注用

户体验,深化用户认知,其深刻意义在于进一步激活

社会捐赠意识,充实学科建设知识储备,深化馆藏特

色,提高用户满意度与忠诚度,提升图书馆特色服务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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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照片简介:山西大学图书馆

山西大学图书馆创建于１９０２年,始称山西大学堂藏书楼.辛亥革命后改称山西大学校图书馆,１９３１年

定现名.１９４９年以后,随着学校办学规模的调整扩大,图书馆也经历了不断建设发展,并四迁馆址.现有馆

舍以２０１２年竣工、２０１３年启用的坞城校区总馆为主,２０１４年随着太原电力专科学校的并入,新增了大东关

校区图书馆分馆.目前,图书馆总建筑面积约３３４５５平方米,阅览座位近３７００个;并即将建设山西大学东山

新校区图书馆.
坞城校区图书馆总馆在外观设计上采用了新古典主义建筑手法,建筑整体造型庄重典雅,北侧巧妙地嵌

入了山西大学原工科大楼钟楼四层主体样式,充分体现出山西大学“中西会通”的深厚文化底蕴.内部共有

四层,一层为基本书库、古籍特藏、中心机房;二层以借阅为主,主要分为人文社科图书阅览区、自然科学图书

阅览区、工具书阅览区等;三层以期刊阅览区、电子阅览室、视听室为主,也包括行政办公区;四层则以样本

(保存本)图书阅览为主,另有特藏图书和培训教室.图书馆全部采取大开间、全开架设计,各层都安排有大

面积的读者学习区和休息区,空间通透明亮,环境舒适,是学校的文献信息中心,以及教学育人、学科发展的

重要公共服务平台之一.
图书馆馆藏资源丰富,截止到２０１８年底,馆藏纸质文献逾２５３万册(件),中外文数据库５６种１４５个,电

子图书、期刊约２１０万种,中外文学位论文约８０万种,自建数据库１３个.此外还收藏有一定数量的光盘、缩
微资料、视听资料等多种载体文献.有馆藏古籍线装书及拓片１３万余册(件),其中不乏孤本与稀见之本.

２０１０年６月山西大学图书馆被文化部命名为“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山西省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挂靠山西大学,其秘书处以及教育部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AＧ

LIS)山西省中心、«晋图学刊»编辑部均设在山西大学图书馆.山西大学图书馆为中国高校创建高水平大学、
山西省高校建设一流高校图书馆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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