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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图书馆空间与服务的延伸

———以英国考文垂大学图书馆为例∗

□罗亚泓

　　摘要　图书馆延伸服务可从时间、空间、内容三个维度进行考量.“第三空间”的理论观点为

图书馆学、情报学领域研究带来了深远的影响.英国考文垂大学图书馆的延伸服务包括基于馆

内特色空间的服务、引入图书馆的服务、走出图书馆的服务等,可为我国高校图书馆开展延伸服

务提供参考借鉴.
关键词　延伸服务　第三空间　考文垂大学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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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研究背景

１１　图书馆延伸服务的理论基础

１９世纪由于交通、资讯的不发达而出现的图书

递送服务是图书馆延伸服务的最早起源.“延伸”本
身的涵义就在于不断演化、持续推进,因此,图书馆

延伸服务的概念和界定等理论探讨也处于持续发展

中.早期图书馆延伸服务相关研究较多偏重图书馆

物理空间的延伸,马丁(WJ．Martin)曾探讨图书馆

延伸服务的出发点、作用与意义,认为延伸服务是馆

员“走出图书馆、到人群中去”[１],在于反传统图书馆

的、基于社会公平名义的“中立性”[２].韦斯特布鲁

克(LWestbrook)则将延伸服务定义为“图书馆在

馆舍 之 外 提 供 的 所 有 服 务”[３].福 特 (Barbara
JFord)认为延伸服务是“一种体系化的尝试”,旨在

为社区的特定群体提供超越常规限制的服务[４].网

络时代的深化使图书馆虚拟空间延伸服务得到关

注,美国研究图书馆协会(AssociationofResearch
Libraries,ARL)于１９９８年将延伸服务定义为:图书

馆为大学社区以外的用户提供服务,包括为远程用

户提供服务[５].
近１０年来,有关研究对图书馆延伸服务的理解

更加趋于广义化,赋予其创新性和个性化的涵义.

例如,多赫蒂(BDoherty)等人认为延伸服务是图书

馆探索为读者提供各类服务的新机制、新模式和新

领域,不断提高服务能力、拓展服务覆盖面,为读者

提供多样化、个性化的服务[６].国内学者的共识是:
图书馆延伸服务是对基础性、常规性服务的延伸.
例如,黄唯认为图书馆延伸服务是在图书馆常规性

服务的基础上,延长服务的触角,加强服务的“广度”
和“深度”[７];彭素云认为基础服务是图书馆职责要

求的、图书馆界长期形成的常规性服务,延伸服务是

图书馆职责要求之外的外延性服务[８];吴汉华认为

图书馆延伸服务是基础服务和常规服务的外延,可
分为时间延伸、空间延伸和内容延伸三种类型[９];肖
永英等人从高校图书馆的角度进行探讨,认为广义

的延伸服务是在原有服务基础上开展的所有新型服

务的总称;狭义的延伸服务则是指冲出物理围墙的

束缚,主动为师生提供的拓展式服务,使其享受基础

服务之外的更多服务[１０];等等.
基于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本研究认为图书

馆延伸服务可理解为对图书馆基础服务和常规业务

的延伸、突破和创新.图书馆延伸服务应从三方面

予以考量:(１)时间维度.“２４小时/终生”是最大化

的时间延伸;(２)空间维度.包括物理空间的增加和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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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利用,以及虚拟空间的扩展和推陈出新;(３)内
容维度.指具体的延伸服务项目,可结合特定用户、
读者需求、行业趋势等因素来发展,并随着技术进

步、环境变迁等不断改进和调整[１１].对时间、空间

和内容三个维度的考量是相互交叉和立体的.同

时,图书馆延伸服务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一项新的服

务经过长期的开展,或者业内逐渐效仿,慢慢就转变

成基础服务、常规业务.并且,图书馆服务的延伸、
突破和创新是一个递进的过程,其实质在于图书馆

服务的不断演化、持续推进.

１２　“第三空间”(Thirdspace/ThirdPlaces)理论观

点在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领域的运用

在数字馆藏获取、网络咨询服务日趋完善、互联

网信息资讯发达的情况下,图书馆建筑物理空间在

用户心目中的重要性可能下降,甚至有人提出:用户

在图书馆围墙之外可以获取其所需文献信息资源,
为什么还要来图书馆? 高校图书馆建筑空间的性质

与价值、作用与功能、布局与设计等方面的问题得到

重新思考.在这一过程中,“第三空间”的理论观点

为相关研究提供了较为切实的思路.
索雅(EWSoja)在其著作中提出“第三空间

(Thirdspace)是一种空间思维模式,它借鉴了传统

二元论的物质和精神空间,但其范围、实质和意义则

远超物质和精神空间.第三空间既是真实的,又是

想象的”[１２].奥登伯格(ROldenburg)认为第三空

间(ThirdPlaces)是“除了家和工作地以外的公共场

所”,第三空间的特征主要有:中立性、平等性、交流

性、包容性等,人们在第三空间进行思想交流,获得

不同经验和乐趣[１３].第三空间相关理论引起了图

书馆 学、情 报 学 研 究 者 的 共 鸣,例 如,德 马 斯

(SDemas)和谢勒尔(JAScherer)对图书馆建筑

空间的设计,从阅读学习空间、合作工作空间、技术

无关区域(TechnologyＧfreeZones)、档案和特殊馆

藏、文 化 活 动 空 间、特 定 年 龄 空 间 (AgeＧspecific
Spaces)、共享空间、自然光照和景观、内部设计趋势

等方面讨论了图书馆建筑空间的问题,认为图书馆

是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的第三空间,为教职工和学

生提供舒适场所,“为来自不同学科、不同社会、不同

政治背景、不同经济阶层的人创造了会见和交流的

机会”[１４];蒙 哥 马 利 (SEMontgomery)和 米 勒

(JMiller)提出高校图书馆建筑的核心作用将不再

以馆藏为主,其信息服务的中心点作用也将被削弱,

高校图书馆建筑的核心作用将体现在其作为“第三

空间”,为 用 户 的 合 作 学 习、社 区 互 动 等 提 供 场

所[１５];吴建中认为图书馆是一个交流中心,不仅仅

是静态知识的交流中心,更重要的是动态知识的交

流中心[１６];吴惠茹提出高校图书馆作为大学校园第

三空间具有文化空间价值、社交空间价值和休闲空

间价值[１７];等等.
“第三空间”的理论观点为我们带来了较为深远

的影响,图书馆的空间被赋予了更多的涵义———合

作与交流空间、创客空间、展示与表演空间、文化空

间等等.为了适应用户需求的变化,高校图书馆在

逐渐重视发挥其空间的平台作用,为读者搭建足够

的小 组 协 作 学 习 空 间 (GrouporCollaborative
StudyＧLearningCommons)、信息共享空间(InforＧ
mationCommons)等显得尤为重要[１８].此外,诸如

真人图书馆、阅读沙龙、观影会、兴趣讨论等各类交

流与分享性质的活动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高校图书

馆中.从“图书馆是一个场所”向“图书馆是一个平

台”的延伸,为重塑２１世纪高校图书馆提供了更多

的思路,“图书馆成了读者互相联系与学习、创造与

融合、展示与讨论成果,以及获取和保存共有知识的

中心”[１９].

２　英国考文垂大学图书馆的空间与服务延伸

考文垂大学(CoventryUniversity)位于英格兰

的中心区域,其历史可追溯至１８４３年建立的考文垂

设计学院.尽管如此,这是一所年轻的大学,１９７０
年,考文垂艺术与设计学院、兰彻斯特技术学院、拉
格比工程技术学院合并成立考文垂理工学院,并于

１９９２年更名为考文垂大学.考文垂大学的历史并

不悠久,其图书馆的落成时间也较新,是英国高校中

较新式、现代化的中型图书馆之一.

２１　考文垂大学图书馆概况

考文垂大学图书馆(theLanchesterLibrary)的
馆内使用面积为９９８４平方米,于２０００年９月首次

投入使用,至２０１７年１０月,该馆的资源总数为７２
万多种,其中,纸质馆藏为３３万册左右,电子书约为

２８３万册,电子期刊约为１０２万册.由于实行２４
小时、并且全年开放的制度,因此,即使馆藏借阅总

量在逐年下降,该馆的用户入馆数量却有所增长,例
如,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学年的入馆数量约为９６６万人次,
而前两个学年的入馆人数分别为８９６万人次和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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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１１万人次(该馆的常规读者为主校区师生,数量

约２９万人).用户入馆数量的增长,一方面是由于

大学的快速发展所带来的学生数量和教职工人数的

增加,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图书馆空间设置的特点及

其延伸服务的多样化所带来的影响和效果.

２２　考文垂大学图书馆建筑特点和空间功能分区

自投入使用至今,考文垂大学图书馆经过几次

内部空间的重新装修和布置.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对馆

内空间进行了逐步改造和设备升级,在保留原有建

筑特点的基础之上,对图书馆内部空间进行重新配

置和功能分区,以满足不同用户的需求,为开展个性

化服务提供有利条件.

２２１　图书馆建筑特点

和大多数图书馆一样,考文垂大学图书馆的建

筑采取公共区域大开间、无隔墙的设计,书架、阅览

桌等设施可灵活摆放,自助设备、电源输出端口等经

过合理布置,均匀分布在图书馆各类区域,集灵活性

与实用性于一体.此外,考文垂大学图书馆还有以

下几点比较突出的建筑特点.
(１)自然通风系统

该馆被称为全欧洲甚至全世界最大、最完善的

“自然通风系统建筑”(NaturallyVentilatedBuildＧ
ing),整个建筑没有安装空调系统,而是通过设置在

墙面上的换气叶片、楼顶通风塔以及外墙窗户来对

馆内空气进行自动或者手动的调节,这套自然通风

系统是建筑师与环境工程师合作设计而成,其目的

是节能降耗,同时也是为了践行图书馆建筑与服务

可持续发展的理念[１９].
(２)良好的隔音措施

图书馆采取室内“采光井”的设计方式,并且,用
玻璃窗将采光井顶棚以及各楼层采光井的四面全部

封闭,这个设计使得各楼层受益于“采光井”,既不影

响采光,又有效地隔绝了声音在各个楼层的传播,为
实现空间功能分区提供了隔音条件.同时,将楼梯、
卫生间设置在主要空间区域之外,并用双层消防门

隔开,使不同楼层人流走动的声音传入主区域的分

贝降到最低.
(３)自然光照与人工照明相互补充

图书馆内部有５个采光井,其中,４个采光井分

别靠近主要区域的四角,围绕着正中央的采光井,同
时,采光井的封闭玻璃采取微倾斜面的设计,最大化

吸收自然光照,并在玻璃窗的５５米左右距离安装

灯源,使自然光照与人工照明相互补充,有利于节能

降耗和读者视力保护,也有利于为读者营造自然、舒
适的学习与交流环境.

２２２　图书馆空间功能分区

在以上建筑特点的基础上,考文垂大学图书馆

将内部空间设置了不同的功能分区,和较为常见的

图书馆空间区域划分如书库、自修区、多媒体区、报
刊区等有所不同,该馆将以上元素混合搭配,将图书

馆主要分成小组学习区、安静区、无声区、教学区、颠
覆性媒体学习实验空间等空间区域.

(１)小组学习区(GroupStudy)
该馆的大堂区域被标示为小组学习区域,在这

个区域,读者可以进行小组学习与交流,冷食、带盖

饮料、手机通话等也是被允许的.另外,在这个区域

摆放了一些名为“Booth(小隔间)”的半封闭高背沙

发,可以部分隔绝小组讨论的声音.学习技巧类、休
闲类、预约图书、复印打印一体机、自助借还机、笔记

本电脑自助借还柜等利用频率较高的馆藏和设备也

安放在这个区域.
(２)安静区(QuietZone)和无声区(SilentZone)
图书馆三楼的书库与学习空间以及位于负一楼

的博硕士研修空间被标示为安静区,提醒读者在该

区域可以进行小声地对话,小组讨论、手机通话等行

为则不被允许.而图书馆二楼空间则被标识为无声

区,提示读者该区域为个人学习空间,并且禁止交

谈、手机通话等行为.
同时,在这些空间内还设置相互隔开的自习座

位、单人沙发桌子等,尽量为读者营造安静的个人学

习空间.此外,该馆最具特色的空间是位于四楼的

“颠覆性媒体学习实验空间”.
(３)颠 覆 性 媒 体 学 习 实 验 空 间 (Disruptive

MediaLearningLab,DMLL)
根据词典释义,“Disruptive”的意思是扰乱性

的、引起混乱的、破坏的等,不过,这个词也可以是具

有积极正面意义的.考文垂大学图书馆四楼空间被

命名为颠覆性媒体学习实验空间,其涵义在于突破

传统图书馆空间的设置和功能,使该区域成为反常

规、多样化和个性化的交流空间.该馆为DMLL的

开放区域配备了高配置电脑(AppleMac),半封闭

的交流空间(配备桌椅、白板墙和大屏显示器等)、封
闭的小组讨论室(配有会议桌椅、大屏显示器等)、展
示柜等,最有特色的是被称为“小山”(TheHill)的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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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层阶梯式小舞台,以及铺有绿色地毯、配有布袋沙

发的阶梯式休闲 阅 读 区,并 称 其 为“草 地”(The
Grass).

２３　考文垂大学图书馆服务的延伸

考文垂大学图书馆在保持基础服务和传统业务

的同时,也非常重视开展各类延伸服务,该馆近些年

的相关工作实践可大致分为基于馆内空间的延伸服

务、引入型的延伸服务和走出去的延伸服务等.

２３１　基于馆内特色空间的延伸服务

在考文垂大学图书馆DMLL的空间内,除小组

讨论室特别受到用户的欢迎之外,“草地”也受到较

多学生的青睐,学生们可以“窝”在布袋沙发里面,甚
至躺在地毯上,采取较为放松的姿势阅读或者讨论.
而“小山”则可以作为小型的展示台、讲台、舞台等,
提供给用户使用,例如,笔者到访时见到一位教师与

１０余位同学,在此授课和集体讨论.使用“小山”无
需预约,用户可以自由、随机利用该区域,因此,１０－
２０人的小组交流比较偏爱这块空间.

根据相关负责人介绍,在DMLL举办过的其他

活动还有:乐高机器人展示、图片展、小型乐队演奏、
乐器学习与交流、形体舞技巧培训、治疗狗陪读、宠
物比赛、无声迪斯科、益智游戏,等等.

２３２　引入图书馆的延伸服务

经过考察发现,英国部分高校图书馆中驻有除

图书馆常规业务部门之外的服务团队,为用户提供

诸如数学统计类帮助、技术服务、阅读写作技巧等

“一对一”服务或工作坊式教学.以考文垂大学图书

馆为例,该馆的一楼区域分别设有“学术写作中心”
(CentreforAcademicWriting)、“信息技术支持服

务台”(ITSupportTechBar)和“数学支持中心”
(MathematicsSupportCentre).

其中,“学术写作中心”主要以工作坊教学形式

为用户提供语言、文字、写作等方面的帮助,例如,其
开 展 的 “文 字 推 理 工 作 坊”(VerbalReasoning
Workshops)的目标是帮助提高阅读效率、文字理解

以及论述型写作技巧等;“写作工作室”(Writing
Studio)是帮助用户熟悉学术论文撰写的方法,并介

绍“哈佛体例”(HarvardStyle)参考文献规则.据了

解,该中心此类服务频率是每周２次左右,每次１~
２小时,此外,还有即时的或者预约的“一对一”咨询

服务.
“信息技术支持服务台”主要为用户解决网络、

计算机软硬件、校内云系统等有关问题,例如,当用

户遇到网络连接障碍、电脑系统故障、常用办公软件

出错、校内用户登录失败等问题,都可以到该服务台

咨询、寻求帮助,服务台采取２４小时服务制,不过,

０:００－８:３０时段是电话远程服务,其他时间是现场

服务.经笔者观察,该服务台根据时段的不同,安排

工作人员２－５人值守,在繁忙时段,用户需要排队

等候,在服务结束之后,用户可在校内邮箱中查看服

务台发送的邮件,邮件简单概括用户遇到的问题及

解决方法,并提示如果再次出现相同问题,可以根据

受理编号,向服务台邮箱发送问题或寻求现场帮助.
此外,该服务台还定期开展技术培训,主要帮助用户

熟悉大学的“云系统”(OneDrive),包括云存储、资源

分享、防止数据丢失等方面的知识以及常用办公软

件的安装和使用等.
“数学支持中心”为用户提供任何与数学、统计、

运算与数据分析等相关的咨询与帮助,据介绍,其服

务工作量每年高达约１２０００人次,服务方式是聘请

专业人员和志愿者在中心值守,基本采取现场咨询

服务的方式,也提供电话、邮件咨询等.该中心的运

营由“西格玛”(Sigma)公司承担,英国政府以及考文

垂大学对公司进行资金投入和其他支持,用户在图

书馆接受该中心的服务则完全免费.

２３３　走出图书馆的延伸服务

图书馆延伸服务的最初含义是突破图书馆的物

理空间,馆员走出图书馆,为用户提供“递送式”服
务.在高校图书馆,这类型的服务以嵌入式学科服

务为主要代表.此外,还有与地方公共图书馆合作

服务市民,走进中学为即将进入大学阶段的学生提

供服务等延伸服务案例.
(１)嵌入校内教学科研单位的延伸服务

考文垂大学图书馆的学科服务团队成员共１６
人,负责面向大学１３个教学科研单位的５３个学科

的服务.工作方式为团队协作和个人工作相结合的

方式,按照学科的相关性或者馆员专业素养划分,每
人负责３－５个相关学科或院系的联络、资源推荐、
信息素养教育、常规咨询等工作.笔者曾参与该馆

学科服务团队的工作会议,并着重观察了负责历史、
政治、国际关系、社会学的劳伦斯(LLawrence)和
负责建筑、艺术、法律的怀特(SWhite)两位学科馆

员,经过一段时间的随行考察,认为有以下几点工作

方式值得借鉴:①定期定时的学院驻点服务.以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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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斯为例,她每周要前往所负责联系的教学科研单

位进行驻点服务,每次为２~３小时,入驻相关单位

的公共办公区域,携带手提电脑或使用学院的“Hot
Desk”(配公用电脑的轮流使用办公桌),并通过群发

邮件的方式告知全体教职工她在该单位具体的时间

安排,笔者曾跟随其到驻点的某科研中心,发现这种

服务方式效果明显,教师很愿意与她就自己的研究

和教学进行讨论、咨询信息、寻求帮助等;②灵活多

样的信息素养教育.考文垂大学图书馆内有两间较

大的培训室,其中一间配备约５０台电脑和２台分屏

大显示器,学科服务团队与信息素养相关的课程和

培训一般都在这里开展,但是,学科馆员们的教学并

不拘泥于馆内实施,而是根据需求,灵活安排多样化

的培训与教学.例如,怀特负责的法学院学生较多,
她的教学方式除了在图书馆进行多场次轮流培训,
还包括进入学院对班级开展嵌入式教学、举办留学

生专场培训、带领学生前往公共图书馆参观、开设工

作坊式讨论课,等等.她的教学和服务得到了用户

的肯定,该校法学院副院长甚至亲自组织带领新生

来到她的课堂.据介绍,该馆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学年的信

息素养教学总时长是１３１７小时;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学年

是１６４８小时,相关的工作量较大;③积极嵌入大学

的公共活动.学科服务团队协作的工作项目也较

多,除了在图书馆举办各类读者交流活动以及图书

馆各类社交媒体的运营等常规业务之外,该团队成

员还需要轮流出席大学举办的各类校园活动,具体

工作涉及到制作宣传物品、摆放展示摊位、现场咨

询,等等.通过嵌入大学的公共活动,将图书馆的资

源和服务向校园各处延伸.
(２)与公共图书馆合作的延伸服务

据考文垂大学图书馆馆长助理基夫特(KKift)
介绍,该馆定期与当地公共图书馆合作,推出面向市

民与大学用户的延伸服务,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①
馆藏资源共享.例如从公共图书馆馆藏中挑选部分

图书并提供给本馆用户使用,位于该馆大堂的“阅读

与休闲”(ReadandRelax)区域,有部分书籍正是从

公共图书馆中选取而来;②读者证件办理.例如在新

生入学期间,邀请公共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来本馆驻

点,为大学用户办理公共图书馆的读者证,方便师生

今后利用公共图书馆的资源;③参与公共图书馆的延

伸服务项目.据介绍,该馆曾派出数位馆员,参与考

文垂市图书馆开展的“儿童陪读”延伸服务项目,开展

儿童游戏阅读和小学生阅读指导等方面的工作.
(３)为中学生提供的延伸服务

一般认为,高校图书馆的用户主要是本校的学

生、教师、研究人员、职工等相关人员,高校图书馆延

伸服务的用户也主要在大学校园范围.然而,在条

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考虑在服务用户类型上做更

多尝试,例如,相关的实践案例中曾出现的高校图书

馆面向入学前的新生和已经毕业的校友开展延伸服

务,就具有可行性和必要性.在这方面,考文垂大学

图书馆的尝试是定期深入中学,为１６－１８岁的中学

生提供延伸服务.馆员与中学取得联系,征得校方

同意,组织高中学生———尤其是即将入读大学的高

年级学生来到考文垂大学图书馆,开展参观学习、阅
读分享、兴趣讨论等活动.同时,允许高中生随时进

入该馆,利用图书馆的文献、资源、空间与设备.据

介绍,考文垂大学图书馆的这些举措,深受中学生的

欢迎,由于到访的中学生数量渐渐增多,该馆已经将

中学生视作潜在常规读者,将进一步讨论如何为高

年级中学生提供更多定制化的延伸服务.

２３４　其他延伸服务项目

除了以上类型之外,考文垂大学图书馆开展的

延伸服务中还有一些较具特色的项目,其中,有的是

基于馆内空间而特别设置,有的则是不局限于图书

馆空间的延伸服务.
(１)“互动档案展览馆”(LanchesterInteractive

Archive)
英国博学家兰彻斯特(FLanchester)于１９０９

年来到考文垂市,他的４００多项发明创造促成了考

文垂在２０世纪初英国工业制造业中心的地位.考

文垂大学图书馆就是以兰彻斯特命名的,不仅如此,
考文垂大学还集中各方资源收藏相关物品,在图书

馆的三楼特别布置了“互动档案展览馆”,展示了有

关兰彻斯特的生平事迹及其贡献和影响的图片、文
字、音频、视频和实物等,并且收藏了超过１２０００件

包括专利文件、设计草图、照片、样品等在内的藏品,
其中部分资料已得到数字化保存,并通过音频、视
频、AR场景再现游戏等方式做出展示.用户通过

参观“互动档案展览馆”,可以了解兰彻斯特其人,也
可以感受２０世纪初考文垂市的、甚至英国的工业化

进程中的一些史实细节.
(２)“学习资源免费发放服务”(NoHiddenExＧ

tr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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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高校学费中不包含教材,所以,英国部分高

校图书馆对大学新生免费发放教材、阅读辅导等资

料.考文垂大学图书馆在这方面的实践则是为各年

级大学生发放教材、阅读资料、实验用品、资源采购

款等.该馆每年向大学申请专项经费２００万英镑,
用于支持这个服务项目,购买并发放学生需要的图

书资料、实验用品等.根据馆长布莱班(PBrabban)
介绍,图书馆这项服务的覆盖面很大,全校每年约

９４％的学生从中受益,以２０１７年为例,图书馆为

１０２４１名学生购买纸本教材,为２６１９名学生购买电

子书,向５０６２名学生发放了资源采购款(每人不超

过２５０英镑).这项服务的实施方式是通过校内信

息系统向学生征询需求,然后,按照个人需求进行资

源采购,并以邮件方式通知学生来图书馆领取资源,
或者于约定时间在校内公共场所统一发放资源.这

项服务受到绝大多数学生的欢迎,在校内的影响力

逐渐加深.
(３)“入 学 前 图 书 馆 支 持 服 务”(PreＧArrival

LibrarySupport)
考文垂大学的学生中约３３％为来自各个国家

的国际留学生,为了减缓留学生因为陌生、远离家人

可能产生的紧张情绪,并且,帮助他们尽快熟悉图书

馆,考文垂大学图书馆从２０１５年９月开始实施面向

国际生的“入学前图书馆支持服务”.图书馆设计开

发了一个互动网站,网站内容主要包含图书馆主要

服务概览及获取途径、互动式的学习教程、高年级留

学生介绍图书馆的视频、具体问题的帮助与指导、有
助于理解图书馆的词汇表等.由于这个互动网站嵌

入了大学的新生报名系统,所以,新录取的留学生在

抵达大学之前或之后的几周内都可以进入这个网

站,来获取有关图书馆资源与服务的知识.截至

２０１７年６月,“入学前图书馆支持”网站的访问量达

到２５５８６次,高点击量证实了网站的工具性及其较

高的利用程度,同时,网站的任意时段有效性成为图

书馆即时响应式服务机制的保障.由于“入学前图

书馆支持”服务项目,使得考文垂大学图书馆获得了

２０１７年“泰 晤 士 高 等 教 育 领 导 与 管 理 奖”(The
TimesHigherEducationLeadershipandManageＧ
mentAwards)中的“杰出图书馆团队”(Outstanding
LibraryTeam)奖项.

３　对国内高校图书馆开展延伸服务的启示

高校图书馆正在逐渐重视发挥其空间的平台作

用,并积极开展各类相关延伸服务.考文垂大学图

书馆的空间布局与延伸服务经验可为我国高校图书

馆的相关实践带来一些启示.
(１)高校图书馆空间功能分区与个性化空间

设计

将图书馆空间分成讨论区、使用设备区、静读区

等,在英国其他高校图书馆较为常见,但是,如果图

书馆建筑和内部空间受到通风、隔音、光照等方面的

局限,则很难保障空间功能划分的效果,考文垂大学

图书馆的建筑特点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这种功能划分

的实现.因此,图书馆建筑必须考虑通风、隔音、光
照等设计因素,并以此为保障进行不拘泥于传统图

书馆空间的功能划分,例如,无声区、安静区、小组学

习区、自助设备区、使用电脑区、纸质阅读区等.
此外,考文垂大学图书馆的DMLL是“第三空

间”的最佳体现模式,在高校图书馆的空间布局中颇

具创意.国内高校图书馆可视情况开辟并设计此类

突破常规、较具特色、个性化的交流空间,为组织开

展多样化、个性化的延伸服务提供理想场地.
(２)基于馆内特色空间的延伸服务

考文垂大学图书馆的DMLL为满足用户的交

流、学习、分享、减压等个性化的需求而提供的平台

性质类服务,是对图书馆的传统业务和空间功能的

延伸、突破和创新.虽然,这些形式不拘一格、内容

多元化的活动参与的人数不定,但是却满足了部分

用户的交流、学习、分享、减压等个性化的需求,对图

书馆的传统业务和空间功能有所突破,是图书馆基

于“第三空间”理念为用户提供各类延伸服务的

体现.
(３)通过合作的方式为用户提供引入型的延伸

服务

考文垂大学图书馆的“学术写作中心”“信息技

术支持服务台”和“数学支持中心”分别由不同的专

业团队运营,为用户提供IT服务、写作指导、数学支

持等服务.不同于传统图书馆服务内容,这些服务

有其自身较强的专业性,为用户学习、教学与科研提

供支持.虽然服务团队相对独立,但受图书馆的统

一协调管理,各方存在合作关系,对用户而言,他们

享受到的全部都是图书馆的服务.因此,可将其划

归为引入型的延伸服务,体现了图书馆服务的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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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专业性,是图书馆服务内容的延伸和突破.国

内高校图书馆可以考虑在已有的信息素养教育基础

之上,寻求多方合作,为用户提供更多技术性、专业

性较强的服务和支持.
(４)走出图书馆的延伸服务

嵌入式学科服务是高校图书馆突破“围墙”,走
近用户并提供服务的重要方法,部分高校图书馆在

这方面已有较多的成功实践.以考文垂大学图书馆

为例,其学科服务团队为校内教学科研单位提供的

定期驻点服务、嵌入式信息素养教育等已经常态化.
在此基础之上,还积极在服务方式、服务对象等方面

进行延伸,特定用户群专场教学、工作坊式讨论、带
领学生前往公共图书馆等做法都有其可取之处.

考文垂大学图书馆与附近公共图书馆合作开展

延伸服务形式多样,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也不拘

泥于工作内容,既为本馆用户服务作更多的延伸,同
时,与公共图书馆联合为市民提供图书馆服务,在一

定程度上扩大了该馆的社会影响力.此外,该馆为

儿童、中学生提供的延伸服务,也是在用户群、服务

内容及方式等方面的突破和延伸.
(５)其他各类延伸服务

公共图书馆内设置档案展览馆的做法并非少

数,然而,高校图书馆的相关实践则不多见.考文垂

大学图书馆内的“互动档案展览馆”除了实物展出之

外,还充分运用了时下流行的AR技术,将历史图片

资料生动的向用户展现,这块较具特色的展示空间

为用户提供了别具一格的学习体验.有些国内高校

图书馆中也有集档案、馆藏、展览于一体的有关馆

史、校史等内容的空间,可考虑运用交互式技术,向
互动展示的方向发展,为用户提供更生动、有趣的

体验.
考文垂大学图书馆的“学习资源免费发放”服

务,目的在于减轻大学生的经济负担,同时,有助于

解决教材类资源的采购、馆藏中的诸如相关性、时效

性、采购数量、保存价值等问题.由于国情的不同,
我国高校图书馆提供发放教材的服务不具备必要性

和可行性.不过,教学参考书、考试类图书同样存在

时效短、复本数少、馆藏价值低等问题,图书馆可以

倡导读者间的“图书漂流”“换书集市”“资源共享”等
类型的延伸服务,收集、分类与发放较新的教材、教
学参考书和考试类图书,有助于缓解以上问题.

考文垂大学图书馆的“入学前图书馆支持”服

务,虽然主要针对留学生,但是也可以扩大至所有已

被录取、尚未入学的新生.对新生入学前的延伸服

务,部分国内高校图书馆也较为重视.较常见的工

作方式是将图书馆信息随大学录取通知书一起发送

给新生,例如,厦门大学图书馆将“遇见未来的自己”
明信片随录取通知书寄给新生,上海交通大学图书

馆将“思源阅读”APP二维码和录取通知书一起寄

给新生等[２１],这些方式值得借鉴.此外,大部分高

校图书馆在官方网站上设置新生专栏,但是,总体而

言存在时间未提前、网页缺乏互动性等问题,可以适

当增加视频、互动式学习、图书馆词汇表、在线咨询

等内容.同时,利用智能手机、社交媒体等平台对相

关栏目进行传播,尽早让新生掌握必要的图书馆

知识.
除此之外,考文垂大学图书馆也比较重视文化

推广活动及相关延伸服务.例如,在圣诞节之前推

出系列活动,在图书馆大堂布置圣诞树、开办圣诞手

工艺制品的工作室、圣诞节聚会等,以此推广圣诞节

文化和传统知识,此类延伸服务颇受欢迎.在一些

传统节日来临之前,国内高校图书馆可以策划系列

活动,传播相关文化、营造节日气氛、为读者搭建交

流平台,这些工作有助于体现图书馆“第三空间”的
作用与价值.

总之,高校图书馆对空间进行功能分区并打造

个性化空间具有必要性,考文垂大学图书馆的空间

设计及其开展的各类延伸服务,可为国内高校图书

馆相关实践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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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高校图工委暑假期间继续开展第二批“边防书屋”建设活动

“边防书屋”是高校图书馆延伸公益文化服务、实践文化拥军的重要形式,是把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的社会共识

化作自觉行动的具体体现.２０１９年暑假期间,来自教育部高教司课程教材与实验室处的张庆国调研员,以及教育部高校图工

委委员所在的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山大学、四川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南方医科大学、重庆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等８所

高校图书馆一行９人,在主任委员、北京大学图书馆陈建龙馆长的带领下,顺利完成西藏军区和新疆军区两个“边防书屋”的建

设任务.

陈建龙馆长在“边防书屋”揭牌仪式上说,“高校图书馆在重点服务师生、服务学校建设的同时,也积极承担起社会责任,积
极推进社会阅读活动.”每个书屋除接收书架外,各接收赠书１３７１种、１６０１册.“这么多好书落户边防连队,既丰富了连队的书

屋,又充实了我们的精神食粮,实在是太赞了!”乌拉斯台边防连战士候志忠激动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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