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0

1
8

年
第2

期

图书馆参与校史文化建设和弘扬校史文化的探索
———以上海理工大学图书馆为例

□刘晓春∗

　　摘要　在介绍高校图书馆校史文化建设的政策依据———«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中有关

校园文化建设的相关条款后,结合上海理工大学图书馆近年在校史文化建设方面的工作成就,分

析图书馆基于校史文化建设可以探索的工作方向,指出图书馆鼓励员工参与校史文化建设,在促

进校园文化繁荣的同时,对图书馆实践亦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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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不少高校图书馆已将校园文化建设纳入

其工作范围,并支持和鼓励员工开展这方面的工作.
由于校史与校园文化关系紧密,即校史是校园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互为因果,互相影响;校园文

化是校史的文化表征,是校史传承的文化链条,而校

史是校园文化的核心层次、发展根基和特色标签,是
校园文化的精神之塔、活水之源、巨木之根[１].因此

校史文化建设无疑应是图书馆工作的题中应有之

义.近年,上海理工大学图书馆在校史文化建设方

面付出了不少努力,取得了一些成绩.

１　政策依据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３１日,国家教育部颁布新修订的

«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教高〔２０１５〕１４号,以
下简称«规程»).«规程»中有多处提及高校图书馆

与校园文化建设的关系:
第二条　高等学校图书馆(以下简称“图书馆”)

是学校的文献信息资源中心,是为人才培养和科学

研究服务的学术性机构,是学校信息化建设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校园文化和社会文化建设的重要基地.
图书馆的建设和发展应与学校的建设和发展相适

应,其水平是学校总体水平的重要标志.
第三条　图书馆的主要职能是教育职能和信息

服务职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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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条　图书馆的主要任务是:(三)不断

拓展和深化服务,积极参与学校人才培养、信息化建

设和校园文化建设
第三十二条　图书馆应积极参与校园文化建

设,积极采用新媒体,开展阅读推广等文化活动[２].
«规程»为高校图书馆参与包括校史文化建设在

内的校园文化建设提供了政策依据,而校史文化建

设又是高校图书馆践行«规程»相关规定的重要途径

之一.此外,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文化自信部分也

强调:要继承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吸
收外来、面向未来,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
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这也为高校图书馆

弘扬和发展优秀校史文化提供了新的依据和方向.

２　以图书馆为阵地,建设校史文化

校史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各类校史的编撰是校史

文化建设的主要路径之一[３],也是校园文化建设不

可或缺的部分.近年,上海理工大学图书馆利用馆

藏资源和人才优势,在校史文化建设方面做了大量

工作,主要有:
(１)编著校史著作.如«风雨弦歌复兴园———从

德文医学堂到国立高机(修订版)»(金琅学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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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年１０月出版)、«有栋梁气:复兴校园与校友»
(金琅学术出版社２０１５年１２月出版)、«大世界里的

丰碑———湛恩纪念图书馆的前生今世»(上海交通大

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６月出版)、«栋梁气贯大世界———
上海理工大学工程教育百年»(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出版).
(２)发表校史研究文章.如«沪江大学校报校刊

出版述要»(载«上海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６年第２期)、«天才作家、翻译家敬隐渔»(载«上
海理工大学报»２０１５年９月２５日第４版)、«上海理

工大学复兴路校区历史建筑旧貌新颜»(载«上海高

校建筑文化»,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１０月出版)、
«抗战时的坚持与战后的复员、发展———对１９３７－
１９４９年沪江大学图书馆历史的一种考察»(载«大学

图书情报学刊»２０１４年第４期)、«沪东公社:行改造

社会之责»(载«上海理工大学学报»２０１４年６月１０
日第４版)、«中国近代期刊‹科学世界›的查考与分

析»(载«中国科技期刊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４期)、«沪江

大学早期的图书馆———上海理工大学图书馆的发

轫»(载«上海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２年

第４期)、«刘湛恩与“沪江模式”下的图书馆»(载«图
书馆杂志»２０１１年第３期)、«张资珙的中国科学史

研究分析»(载«科学技术哲学研究»２０１１ 年第 ２
期)、«“湛恩纪念图书馆”的前世今生»(载«上海滩»

２０１０年第７期)、«法租界里的工科学校———上海理

工大学复兴路校区百年沧桑»(载«上海滩»２００７年

第４期)[４]、«从中法国立通惠工商学校到私立中法

高工———上海法租界内一所校园的风雨弦歌»(载
«上海法租界史研究 第２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

社２０１７年出版).
(３)制作、巡展校史知识展板.为配合学校１０５

周年校庆,图书馆于２０１１年５月制作了主题为“追
忆革命先烈,再创上理辉煌”的展板,再现了校史上

刘湛恩、李公仆、陈德华等１３位“沪江大学”、“国立

高机”时期的革命烈士在民族危机时刻投身于反帝

爱国、抗日救亡、解放战争等革命活动的义举和英雄

事迹.并在当年９、１０月间,先后在学校军工路校区

的第一、第三教学楼,以及湛恩纪念图书馆和上海理

工大学附小,进行巡展.此后展板的电子版继续在

学校图书馆、宣传部网站上进行展播,让红色记忆代

代相传,激励在校师生爱国荣校、再创辉煌[５].
(４)参加与校史文化相关的活动.图书馆的一

些员工因在校史文化建设方面的突出表现,应邀参

加学校层面的相关活动.例如,参加学校“上海理工

大学工程教育百年史”课题,宣传学校办学历史;参
加学校“南、中、北校区道路命名征询会”和“‘校训校

风大家谈’座谈会暨校报读者沙龙”,并在会上建言

献策[６];参与学校１１０周年校庆１号公告起草的讨

论;为学校的学报撰写１１０周年校庆特稿;为学校校

友处编校«上理创客故事»;为学校１１０周年校庆的

国学嘉年华活动和机械学院学生志愿者活动开设校

史讲座[７].

３　开发、利用校史文化,建设图书馆

３．１　打造“四当”图书馆

图书馆应成为“第三空间”,是指在现代信息化

社会,图书馆应该是人们除了家庭和工作单位之外

的第三空间.它是２００９年８月在意大利都灵市举

行的主题为“作为场所与空间的图书馆”的国际图书

馆协会联合会年会的卫星会上达成的共识.此后,
国内外一些城市图书馆便兴起“图书馆作为第三空

间”的运动,一些大学图书馆也积极借鉴,倡导为校

园内的读者提供一个教室和宿舍之外的“第三空

间”.这与上海理工大学图书馆自２０１４年以来力求

打造的“四当”图书馆,可谓异曲同工.
“四当”图书馆的思想渊源是南宋著名藏书家、

诗人尤袤所言的读书体会:“饥读之以当肉,寒读之

以当裘,孤寂而读之以当友朋,幽忧而读之当金石琴

瑟也.”清末民初的藏书家章钰(１８６４－１９３４,字式

之,号茗簃)曾命名自己的书斋为“四当斋”,上海理

工大学图书馆的前身沪江大学图书馆的首任图书馆

专职管理员,后来在版本目录学领域有所建树的潘

圣一,就曾称道其同乡章钰的“四当斋”,崇尚先贤尤

袤的志趣,并在其管理图书馆的过程中自觉践行这

种理念.“四当”以风趣而浅显通俗的比喻,道尽了

图书馆对读者的重要性:图书馆是第二课堂,是教授

之教授,是一个供读者相聚聊天、放松心情、享受欢

乐的场所,是治疗“社会孤僻症”的一剂良药,即图书

馆是学生校园生活不可或缺的“衣、食、师、友”.
随着社会的发展,图书馆的功能也在拓展,即不

仅要提供文献、信息等服务,还要向“支持人类知识

和创造环境”的方向发展,成为读者校园生活中不可

或缺的“衣、食、师、友”.为此,上海理工大学图书馆

近年来的管理与服务革新、文明单位创建、年度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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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等活动,均自觉或不自觉地围绕着打造“四当”图
书馆而展开.不仅积极改造硬件设施,而且十分注

重软环境建设.例如,每年举办一届图书馆服务月

活动,集中推出一些专门的服务项目(如读者座谈

会、师生现场选书活动、有关图书馆资源与服务利用

的网上有奖知识竞赛等);邀请校内外的一些名家

(如学校全国教学名师华泽钊教授、零点研究咨询集

团董事长兼总裁袁岳先生、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赵

丽宏先生、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

院长江晓原教授等)到图书馆举办讲座,在读者的课

堂学习之外提升其人文素养;创办«上海理工大学图

书馆馆刊»,向读者打开了一扇展示图书馆工作和文

献信息利用的窗口,架起了一座沟通读者与图书馆

的桥梁;定期制作展板,向读者宣传图书馆的历史、
服务、资源以及其他的人文知识(如与世界博览会相

关的知识、校园英烈、名人与图书馆的故事);开通图

书馆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给读者提供一个便利的

在线咨询平台[６].这些举措得到了广大师生的肯

定:图书馆在２０１０年以来的历次面向学校职能部处

的网络满意度测评中,基本上都是名列第一;２０１１
年、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４年,图书馆被评为学校年度考核 A
级(优秀)部门.这反映了“四当”图书馆的精神深受

师生的欢迎.

３．２　创建“四位一体”服务体系

在校园文化建设过程中,图书馆注意到校史上

的“图书馆管理委员会”“图书馆之友协会”等组织的

工作与意义.于是,图书馆近年来秉承“读者第一,
服务育人”的办馆宗旨,以史为鉴,倡导复活校史上

行之有效的与图书馆有关的组织,并创造性地建立

图书馆－学院联络员、图书馆学科馆员岗位制度,构
建了“四位一体”的服务体系.

３．２．１　图书馆管理委员会

上海理工大学“图书馆管理委员会”的历史可追

溯至沪江大学时期的“图书馆委员会”和上海机械学

院时期的“图书馆委员会”.

１９１２年２月,魏馥兰(FrancisJ．White)博士正

式就任沪江大学校长.他对大学图书馆有更深刻的

认识:“任何一所大学都不能没有图书馆;只要有了

图书馆,不管其他的是否缺乏,大学均可照常运行;
图书馆是大学的心脏.”也就在这一年,沪江大学设

立图书馆委员会,并由大学理科主任、化学教授梅佩

礼(FredCarleton Mabee)兼 任 图 书 馆 委 员 会 主

任[６].１９１５ 年,历 史 与 经 济 学 教 授 韩 森 (Victor
Hanson)兼任图书馆委员会主任.他对图书馆建设

极为重视,如他在１９２２年撰写的报告中写道:“图书

馆的第一个需要就是大量增加拨款,以置备经过仔

细挑选的书籍、期刊、地图、索引卡片以及服务
第二个需要是防火的房间,这是一幢图书馆建筑所

必需的.”[６]抗战期间,由于沪江大学图书馆的书刊

多有损毁,目录卡片尤其零乱,故抗战复员期间图书

馆的整理工作极其繁重,但在图书馆委员会的督促

指导下,图书馆的领导与馆员通力合作,不辞辛劳,
经过近半年时间的努力,至１９４６年秋季开学时,一
些重要的图书、杂志及各项目录卡片已整理完毕,图
书馆基本上能为师生提供阅览与流通等服务了[６].
抗战后,沪江大学图书馆添购图书有严格的程序.
例如,１９４７年上学期,学校从美国南浸礼会所补助

的资金中拨出１万美元作为购书经费,另加美国国

务院新闻处所捐的４０００美元购书款,共１．４万美

元.这些经费的使用,均经过学校图书馆委员会开

会决定:首先分配１０００美元给图书馆,用于订购普

通参考书和图书馆工具书.余款则先由图书馆分函

各系,请其开具需要的书单并送图书馆,然后再由图

书馆委员会开会讨论经费如何分配,最后图书馆将

议决后的书单送与总务处进行订购[６].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上海机械学院的前身上海

机校专科学校的科研工作开始起步,图书馆作为辅

助教学和科学研究的学术性机构,为密切配合学校

的教学与科学研究,也必须跟上形势.为此,学校于

１９５９年１１月下旬成立了“图书馆委员会”.该委员

会组成人员为:主任委员肖流(学校党委副书记),副
主任委员何国森(副校长)、张树鹄(图书馆主任),委
员龚洪年、楼惟秋、陈仲达、张玉佩、汪家正、吴本英、
居秉瑶,他们都是各系教学科研的中坚力量.该委

员会的职责主要是审议图书馆年度计划、工作报告、
图书补充计划及图书目录工作、为读者服务的工作,
并讨论图书馆与系科之间的重要问题等.１９５９年

１１月２４日,该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参会的除委

员会成员外,还有教务科汪宗泽科长.会议讨论了

图书馆采购书刊办法(草案)和集体借书问题.主持

会议的校领导肖流在会上对图书馆委员会的工作作

了指示:学校今后对图书馆工作要十分重视,成立图

书馆委员会应面向群众,满足教学与科研需要.希

望委员会担当起责任,搞好工作;图书馆与系科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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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要密切合作.在随后的几年中,图书馆委员会对

图书馆的管理、服务等工作的开展,起到了较好的引

导作用.但随着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的开始,该委

员会就形同虚设,逐渐丧失对图书馆工作的指导功

能.“文革”结束后的１９８１年,学校再次成立“图书

馆管理委员会”,对图书馆的业务管理和发展建设进

行指导与咨询[８].
图书馆管理委员会成立以来,在指导图书馆服

务,特别是帮助图书馆朝着“学术图书馆”方向发展,
做了大量工作.例如,１９９０年６月,图书馆首次举

行了以“探讨图书馆工作规律,提高服务水平,发挥

教育职能和情报职能”为主题的学术报告会.图书

馆管理委员会的委员们大都在繁忙的工作中抽空与

会(上海机械学院副院长周鹏飞也参加了会议).这

次会议共收到论文２０多篇,有８篇在会上进行了宣

读.图书馆管理委员会的委员们对这次学术报告会

给予较高评价,他们认为:这些文章从内容到文字都

比较好,会议的学术气氛也很浓,说明图书馆工作朝

科学管理的方向前进了一步[６].

１９９８年,新组建的上海理工大学印发«关于成

立图书馆管理委员会的通知»,进一步明确图书馆管

理委员会的宗旨和职责.２００４年,以教育部２００２
年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修订)»为依

据,学校成立了第三届图书馆管理委员会,且委员依

然是由各部门领导和教师组成,仍未吸收学生委员,
且在２００７年后由于人事变动等原因基本上形同虚

设.２０１２年,图书馆建议对第三届委员会进行改

选,于是年１０月,成立了新一届上海理工大学图书

馆管理委员会.新一届的委员成员除原来的各级各

部门的领导和教师代表外,还首次吸收本科生和研

究生作为委员,从而使图书馆管理委员会具有更广

泛的代表性.近年来,图书馆管理委员会均定期举

行会议,图书馆向委员们作基本情况和资源发展情

况的汇报,委员们也针对图书馆的资源配置、硬件配

置、服务创新等方面进行讨论,对图书馆的发展给予

宝贵意见.
图书馆管理委员会一方面对图书馆的资源和运

作起到一定的监督作用,另一方面对图书馆资源和

服务进行统筹规划和安排,优化配置资源,引导图书

馆的发展方向,不断提高其服务读者的能力,提高资

源的利用率.

３．２．２　“图书馆之友”协会

上海理工大学校史上的“图书馆之友”协会,最
早成立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１９９０年４月,为了加

强图书馆与读者的交流,在图书馆员与学生之间架

设一座桥梁,图书馆与学生会联手,共同组建“图书

馆之友”协会,会员都是在校学生.首届“图书馆之

友”协会会员为:黄晓宁、陈海斌、邹立庆、邹亚君、刘
召勇、谢凯.１９９１年４月,第二届“图书馆之友”协
会成立时,还增加两名名誉会长,他们均由图书馆员

担任,其中一位还是图书馆副馆长(程丕谟).１９９２
年３月,第三届“图书馆之友”成立时,由协会改为小

组,组长、副组长、组员都是学生,但增加了３名由图

书馆员担任的顾问,其中包括馆长陈月林、副馆长程

丕谟[６].
“图书馆之友”的成立,可让广大学生参与图书

馆管理工作,充分发掘图书馆馆藏,使图书馆能更好

地为广大师生服务.但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后,
这个由学生组成的“图书馆之友”,随着第三届“图书

馆之友”组员的先后毕业离校,最终完全淡出人们的

视线,成为历史.２０１３年,图书馆与学校团委共同

倡议,于是年９月２４日举办的图书馆第五届服务月

开幕式上,正式宣布曾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成立的“图
书馆之友”协会恢复成立.

新的“图书馆之友”协会是图书馆本着“用户可

以给出最有用的意见和建议”的服务理念,在读者与

图书馆之间架起的沟通桥梁,也是图书馆践行主动

服务读者理念的一种体现.
“图书馆之友”协会是一个以图书馆为活动开展

基地、由学生自发组织和管理的学生组织.新协会

每一届均有会员近１００人,设正、副会长各１位,下
设组织部、宣传部、财务部和监管部,并由图书馆指

派１名资深馆员(参考阅览部主任张勤)担任指导老

师.协会会员的义务是广泛收集广大师生对图书馆

服务的需求和资源建设方面的建议;向广大读者做

好图书馆现有资源的宣传工作;积极参与图书馆的

监管;帮助更多的读者了解图书馆、融入图书馆,使
图书馆成为广大读者校园生活不可或缺的“衣、食、
师、友”.

新协会自重新成立以来,每学期都举办招新活

动吸纳新会员(如协会于２０１４年３月１４日在校五

食堂外广场举行春季招新工作,广大读者积极响应,
共吸纳了４０多位新会员[９]),并严格按照各项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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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细则,认真有序地开展着自修室监管、上下巡

视、读者引导等工作,并举办各种有意义、有影响的

活动.例如,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９日,举办了２０１３年度

图书馆知识有奖竞答活动[１０];２０１４年４—５月,举办

了图书馆第二届(２０１４)读书月系列活动(如书山寻

宝、“我与图书馆”主题摄影作品征集、书海寻辞藻

等)[１１];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２６日至学期末,组织了当年考

研及期末考试“留言加油墙”活动[１２];２０１５年１２月

８日晚上,举办了“最是书香能致远”主题读书交

流会[１３].
“图书馆之友”协会是一个使图书馆能更好地全

心全意为学生服务的服务性组织,也是监督图书馆

日常工作并反映广大学生意见的督查性组织.在协

会全体会员和图书馆的共同努力下,上海理工大学

“图书馆之友”协会将积极起到图书馆与读者之间的

纽带作用,帮助广大读者了解图书馆、融入图书馆,
助力图书馆的发展.

３．２．３　图书馆－学院联络员与图书馆学科馆员

如果说图书馆管理委员会、“图书馆之友”协会

是对校史文化的直接利用,那么图书馆近年推行的

图书馆－学院联络员与图书馆学科馆员制度,则是

基于校史文化建设、因应２１世纪以来图书馆经历的

第二次革命使然.
在参与校史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图书馆注意到,

１９５２年随着全国院系调整,沪江大学湛恩纪念图书

馆改建为上海工业学校图书馆.这所因应工程教育

的图书馆在刚开始的那些年,主要任务还是文献资

源建设.为此,以图书馆主任张树鹄为首的图书馆

人根据学校性质、学生特点和教学进度,有计划、有
重点地分期购置图书,特别是先进的苏联科技书籍.
在订购方法上,经常征求各学科教师和同学们的意

见,特别是依靠由各学科教师组成的选购委员会的

帮助,在每学期开学时,印发图书介绍单,请他们介

绍所需要的图书.预订之后,尽量征求选购委员的

意见,使所购图书在数量与质量上都能适合学校工

程教育的需要[６].

２１世纪以来图书馆的第二次革命至少有两个

显著的改变:其一,图书馆型态改变,“超越围墙”的
数字图书馆逐渐普遍,各个图书馆的馆藏可以藉此

无限延伸;其二,图书馆员角色改变,从保守被动的

信息提供者,转变为主动的推广者、教育者[１４].
基于上述校史与新形势,上海理工大学图书馆

于２０１２年图书馆举办第四届服务月期间,聘用第一

批图书馆－学院联络员,并相应地配备一批图书馆

学科馆员.这项举措是上海理工大学图书馆根据学

科建设与自身发展要求而推出的优质服务措施.图

书馆从学院教职工中聘任图书馆－学院联络员,从
图书馆中选派有一定工作能力与信息素质的专业人

员作为各学院的联系馆员———图书馆学科馆员.图

书馆学科馆员重点为对口学院提供各种信息服务,
联系对口学院的图书馆－学院联络员,接受图书馆

与学院的双重监督.为保证这一制度良好有序地进

行,充分发挥其功能,最大程度满足全校师生读者的

文献信息需求,图书馆制定规范,明确了联系馆员的

工作职责.
该制度推行以来,为更高效地服务师生读者,更

有力地促进图书馆的发展,图书馆员与学院联络员

积极进行沟通,建立包括图书馆－学院联络员(学院

教师)、学院联系馆员(图书馆学科员)、馆领导在内

的“图书馆－学院联络员”QQ 群,并还多次召开座

谈会.通过这些公共平台和个别交流,学院联络员

就各自学院师生读者的需求纷纷建言,图书馆员认

真听取意见,并以现有图书馆资源为基础,向各自分

管学院的联络员介绍适用资源及其利用.学院馆

员、图书馆－学院联络员通力合作,通过问卷调查等

各种有效形式,深入了解学院师生的建议和需求,并
总结分析,以资源利用讲座、发放«图书馆通讯»等手

段进行现有资源的宣传和信息资源利用技巧的培

训,使读者收获颇多,图书馆的资源利用率大大

提高.
图书馆管理委员会、图书馆之友协会、图书馆－

学院联络员与图书馆学科馆员,是上海理工大学图

书馆四个不同层次的组织者和服务者,在图书馆资

源建设、运行管理、工作监督等方面正发挥积极

作用[６].

４　结语

«普通高校图书馆规程»明确将“校园文化建设”
列为高校图书馆的主要任务之一,对高校图书馆参

与校史文化建设提供了政策依据.图书馆鼓励员工

参与校史文化建设,在促进校园文化繁荣的同时,对
图书馆工作亦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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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与发展:新时代的图书馆与图书馆学”高端论坛
暨«大学图书馆学报»２０１８年编委会在湖南大学举办

“创新与发展:新时代的图书馆与图书馆学”高端论坛暨«大学图书馆学报»２０１８年编委会于２０１８年３月

２４日在湖南大学举办,１９位编委围绕论坛主题,从图书馆学的边界、方法、规范与建构,图书馆学教育、阅读

推广、目录学、公共文化服务,高校图书馆服务创新与馆员能力建设,国民健康促进、数据驱动、数据评估、人
工智能与图书馆的关系等方面,进行了热烈研讨.还对«大学图书馆学报»和湖南大学图书馆主办的«高校图

书馆工作»的发展献计献策.会议安排紧凑,信息密度大,学术含量高,取得圆满成功.(王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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