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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服务在资源推广中的应用

———以香港城市大学和上海财经大学图书馆为例

□魏海燕∗

　　摘要　在大数据背景下,图书馆的优势资源如何与目标读者有效对接是资源推广的核心工

作.以香港城市大学和上海财经大学图书馆的资源推广实践为基础,以建立资源与读者之间的

知识关联为视角,阐释以知识服务为核心的资源推广工作的特点、机制及其方法,以期给大学图

书馆的资源建设与揭示工作提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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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以知识服务为核心的资源推广工作是大学图书

馆资源服务工作提升与转型的方向,它是指馆员立

足于馆藏资源,将读者的知识需求与适用资源进行

有机对接与整合.在谈到未来图书馆知识服务变革

的趋势时,吴建中认为“过去图书馆靠图书的流通,
今后将通过载体形态更为多元的知识的流通”[１].
深层次的资源推广工作应是以知识的发现、传播与

流动带动相应的文献的流动.然而,目前的资源推

广工作多集中在书的宣传与推送,对书中蕴含的知

识、知识关联等则没有作相应揭示,对资源推广前期

阶段应开展的知识理解、资源阐释、读者需求分析等

工作多有疏漏,从而造成资源揭示与利用的效度不

够,资源难以真正被推广和利用的局面.
完整的资源推广工作应包括“知识发现———读

者分析———资源阐释———资源传递”等环节,不仅包

括向读者传递资源,还应该包括推广前期馆员对知

识的理解与发现过程,以便更精准地服务于读者的

知识需求.通过对香港城市大学和上海财经大学图

书馆实践工作的总结,对以知识服务为核心的资源

推广工作进行了阐释,以期拉近图书馆资源与读者

的距离,从而搭建起沟通的桥梁[２].

２　以知识服务为核心的资源推广模式

２．１　知识服务的引入

在信息迅猛发展的今天,每个读者最感困惑的

不是没有选择,而是面对信息海洋无从判断与选择.
知识服务“是指从分散的各种资源中按照用户需要

有针对性地提炼知识,提供给用户,帮助解决他们实

际问题的服务过程”[３],是大学图书馆未来工作的重

点与服务转型的方向,更是图书馆服务工作的本质

所在.因为图书馆的本质不是文献存储与流通的空

间,而是以知识为结点的信息流动与传播空间.读

者需要的不仅仅是文献提供,更需要的是知识服务.
“２００３年 OCLC的报告«环境审视:模式识别»(EnＧ
vironmentScan:PatternRecognition)指出,学生们

对图书馆的认识是书,而不是更为广泛的信息资源

与服务.”[４]时至今日,我们仍需通过自身的创新服

务打破读者对图书馆的刻板印象.以知识服务为中

心,将其直接与读者的知识需求对接起来,形成资源

的精准推送与利用.
通过知识服务,学科馆员将散落于资源中的知

识点挖掘出来并进行关联,可形成较为完整与清晰

的知识谱系与面貌,从而为读者的知识需求提供

帮助.

２．２　知识服务在资源推广中的内涵与特点

图书馆的核心能力应该定位于知识服务[５].目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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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国内学者对图书馆知识服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分析国外图书馆的知识服务案例和探讨图书馆知识

服务的基本理论、服务模式、技术手段、实施对策等

方面[６],但对图书馆开展知识服务的理念及具体路

径却鲜有探讨.本文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

上,根据大学图书馆的实践经验,提出知识服务的几

个特点.

２．２．１　以知识挖掘为推广切入点

大学图书馆目前常规的资源揭示方式,多是依

靠读者单方面检索建立起来的被动式揭示.被动式

揭示是读者通过已知字段去检索目标资源.然而事

实上,在图书馆的海量资源面前,多数读者并不知道

合适的检索词,众多可参考资源难以进入读者视野,
由此导致一方面读者难以找到文献资源,另一方面

大量文献资源闲置的现象.
以知识服务为核心的图书馆资源推广,通过对

资源本身的知识挖掘与梳理,将资源与读者紧密联

结起来.在普遍开展的阅读推广活动中,读者与资

源的联系一般是“泛式”关联,即通常只将相关的书

目推介给读者,便认为达成工作目标.资源与读者

的需求契合度不高,其原因在于只注重文献载体的

推广,对文献本身的价值点与闪光点挖掘不足,因此

读者发现不了文献的内在价值.而通过对文献内部

知识体系或知识点的进一步挖掘,向读者推介的不

再仅仅是书目资源,而是具体的知识点,以知识点串

联起相关的资源,这样读者的印象就会非常深刻,资
源与读者的紧密度就会大大提高.

２．２．２　以知识的讲解为资源推广助力

在知识挖掘中,一方面需要图书馆员的整理与

挖掘,另一方面,还需要相应的学科专家、任课教师

进行相关资源的讲解.笔者在香港城市大学图书馆

访问期间,发现馆内有许多法律专业的古籍,但利用

率却不高.究其原因,在于读者面对古籍,存在着古

文字、语法等诸多阅读障碍,即使有心阅读也多无从

下手.相关的学科专家和教师可起到提纲挈领的知

识引导作用.
为此,我们设计出“以资源为中心,将资源利用

的难点及知识点讲解给读者,拉近资源与读者的认

知距离”的思路,主动与法学院联系,共同设计资源

讲解新模式,举办了法学博士班的法律古籍学习活

动.聘请曾经担任香港城市大学图书馆法律特藏中

心顾问的学科专家邱澎生教授,结合图书馆法律文

献的特点,向学生讲解中国古代法律典籍中蕴含的

知识.学科专家针对资源的讲解成为文献资源推广

的重要助力.

２．２．３　以馆员的才智促进资源推广服务

图书馆员在以知识服务为核心的资源推广工作

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首先图书馆员根据馆藏

资源的特点进行整理、归类,将一些具有学术价值的

资源整理出来,继而组织相关知识线索和主题,设计

相关的资源推介方式,例如知识讲座、学术交流会、
资源推介课堂等,通过与学科专家和任课教师的沟

通,最后确定活动方案,并在具体执行中提供相应的

综合智力服务.相较于常规的阅读推广活动,馆员

在这一模式中,需要在知识挖掘、主题梳理、资源整

合等活动中全程提供智力服务,并建立与读者的

互动.
馆员的才智能力还体现在学科服务的水平上

面.馆员的学科服务能力不仅体现于学科资源服务

的专业化,还体现于跨学科服务能力.跨学科服务

需要馆员具有较广的知识视野,能够敏锐捕捉到不

同学科的知识关联与研究热点.这样,通过馆员的

跨学科服务,可以促进各专业的相互理解与沟通,消
除学科隔阂与偏见,带动对不同学科之间学术资源

的交叉学习与研究.

３　香港与上海两所高校图书馆的案例分析

３．１　古籍推广的知识服务模式

古籍是大学图书馆馆藏的重要门类,就其史料

价值与学术价值而言,具有不可动摇的地位.但是

如此重要的馆藏,除中文专业的读者外,其他读者少

有借阅,造成资源的浪费.古籍涉及的学科众多,如
医学、经济、建筑、农业、冶金化工等,如果加以梳理

与引导,就会发现这些资源与现代学科的发展联系

非常紧密,具有很强的关联性与继承性.例如:在药

学领域,«本草纲目»作为中华经典,其研究价值仍被

现代生物医学所重视.在香港城市大学图书馆与日

本关西大学图书馆的交流中,据日本关西大学图书

馆的馆长介绍,现在日本许多大学与研究所藏有不

同版本的«本草纲目»,这部药学经典被科研人员反

复研读,其深厚的研究价值仍不断被现代生物科技

所挖掘.可见,古籍中的重要思想、科学意义对现代

各分支学科的基础性研究仍然具有原生性启发意

义.对古籍进行知识挖掘并推广,帮助读者重新认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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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古籍与现代学科的关联是大学图书馆重要的历史

责任与担当.

３．１．１　馆员对古籍特点的挖掘及对读者的分析

香港城市大学图书馆拥有中国法律史方面的特

色馆藏,但是这些珍贵的资源平时却少有师生问津.
为此,馆员围绕资源特点及读者需求进行了多方面

的调研.
其一,发现读者对古籍与现代学科的传承及关

联认知较少,对其重要性认识不足.受现代教育体

系影响,人们对现代科学的认知较为系统而完整,但
对于蕴含丰富古人智慧与前人科学思想的古代文献

却知之甚少,尤其对于古文献与当代科学发展的关

系就更加缺少了解.在现代各种学科的架构都较完

善的条件下,为什么还要从古文献中挖掘知识、触发

创新,在这方面读者主动发现与寻求的意识很少,从
而发现与探索的积极性不足.

其二,发现读者阅读古籍的语言能力不足,对古

文献望而却步.“识其字,却不知其义”,这就是文言

文阅读障碍造成的“功能性文盲”.香港城市大学的

景祥祜教授在提到这一现象时,借用了“功能性文

盲”这一概念.香港在中学教育阶段,缩减了文言文

的教育内容,由此造成学生文言文阅读能力的逐渐

下降,形成了文言文阅读障碍.读者通读文字都存

在困难,更难利用古籍进行科研,必然将古籍束之

高阁.
其三,发现读者对古文献的查找方法与利用工

具缺乏系统知识,因此对古籍无从下手.现代的信

息素养课程多建立在基于网络的搜索技巧与手段

上,对于传统古籍查阅方法的教育却是空白.
因此,不从资源特点及读者需求角度出发,不从

根本上解决以上三个问题,古文献资源与读者之间

就很难建立起关联,浮于表面的资源推介都是流于

形式和效度不高的.

３．１．２　古籍的进阶式知识服务推广模式

通过对古籍的特点及对读者利用障碍的分析,
我们不难发现,文言文教育的缺失成为古籍传承的

阻碍.为此,香港城市大学图书馆馆员在熟悉与掌

握本馆资源的基础上,对读者采用了进阶式知识教

育模式,从而实现古籍推广的知识服务目标.
进阶式资源推广模式旨在帮助读者搭建起古籍

学习的“鹰架”结构,由易入难,逐步提高学习的兴趣

与能力,从而达到能够将古籍中的知识与专业研究

图１　香港城市大学图书馆的古籍推广进阶式知识服务模式

结合起来的目的.为此,香港城市大学图书馆设计

了具有层级性的学习阶段,具体包括:
(１)感性认知阶段.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年度开展了“科学与艺术两岸三

地院士、杰出学者书法展”活动,在提高读者欣赏品

味与领悟能力的同时,举办了“知文写意唐诗、宋
词、元曲———两岸三地学生书法比赛”活动,将书法

艺术作为读者进入古籍学习的门径.
结合香港城市大学图书馆藏«国语四千年潮流

图»(黎锦熙编,１９２９年修订版,８０×１０７cm),为读者

开设资源课程,馆员从历史、文学、思想脉络发展的

角度对这张图表进行讲解,帮助读者在书法艺术、文
学、历史、古文修辞、文化等方面建立知识关联与资

源匹配.
组织中国文化赏析资源,邀请香港城市大学中

国文化中心的徐莉莎老师与馆员共同制作«笔锋翰

墨 知文写意———中国书法艺术赏析»学习手册.通

过教师的讲解,以及在线教学与视频资源、馆藏资源

的相互结合,推进读者对古籍及中国文化的认知.
(２)语言学习阶段.
开展文言文互学计划.在前期举办书法展及书

法比赛活动的基础上,要求读者不仅能够“书其文”,
还需要“知其意”.在读者的书法研习过程中,要求

选取对其影响较深的中华经典作为书法内容.同

时,邀请国学基础较好的读者,与基础较弱的同学组

成“一带多”的文言文互学小组,由教师指导,定期进

行帮扶学习及分享活动.
(３)工具学习阶段.
现行的信息素养课程大多是面向现代学科的信

息及文献检索的培训,对传统学科信息资源的检索

利用方法的培训与教育却是空白.在这一环节,馆
员制作了«四库全书»、古籍数据库检索使用方法的

在线教育视频.读者可以通过对在线视频的反复观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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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掌握查找与利用古籍的方法.
(４)知识讲解阶段.
由馆员梳理古籍中值得推广的知识线索,策划

相关主题演讲,邀请材料科学领域的杜经宁院士向

人文学科学生开设«书法与微电子技术的过去、现在

与未来»专题讲座.
对不易被读者发现与认知的知识细节进行讲

解.在这方面,结合香港城市大学图书馆法律资源

的特点,图书馆邀请了曾经担任香港城市大学图书

馆法律特藏中心顾问的邱澎生教授,以«明清中国司

法场域的建构与变迁»为主题,向学生讲解中国古代

法律典籍中蕴含的知识点,深入浅出地讲解了中国

古代诸如“祥刑”“幕友”“讼师”等法律历史概念.在

经济学领域,邀请邹至庄先生为师生讲解司马迁«史
记货殖列传»中关于市场经济的记载.在这一阶

段,课程教师全程参与,学科馆员予以辅助,形成学

科专家、教师、馆员三方协同教学的合作模式.
通过以上几个阶段的启蒙与学习,读者对中国

文化与古籍有了由浅至深、由欣赏到主动学习的进

阶式学习过程,这一教育模式受到了师生的欢迎与

好评.与此同时,为帮助读者提高古籍阅读水平,香
港城市大学图书馆还定期举办读者互动沙龙及分

享会.

３．２　艺术人文类资源推广的知识服务方式

上海财经大学是以财经教育为特色的综合性大

学,在学生综合素质培养方面,不仅注重专业的培

养,更注重对学生艺术与人文素质的培养,注重提升

学生在艺术、人文、哲学、政治等方面的人文修养,培
养学生大视野、大情怀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

３．２．１　馆员对艺术人文资源特点的挖掘及推广服务

上海财经大学图书馆空间建构的理念是:图书

馆不仅是资源的存储空间,更是资源与学习的互动

空间.读者在其中获取资源,进而将资源转化为个

人的学习能力、求知能力、从读到写的转化能力、从
理解到表达的提升能力、从个人到群体的分享能力.

艺术人文的素养教育,恰恰需要这种空间设计

理念的配合与呼应.开放式互动空间能够加强读者

对艺术人文类资源的体验式观感.为此,上海财经

大学图书馆建造了新的阅读空间———博雅书堂,通
过空间的强化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与艺术感知.这

种新的阅读空间呈现出以下特点:
其一,资源不再是零散在书架中、各载体分类中

的碎片式资源,而是通过图书馆员的集约化组织后,
将资源与读者的阅读体验结合在一起.不仅激活了

资源,还给读者营造出一种情境式阅读体验与阅读

氛围,使读者在具体生动的情境中感知、把握艺术人

文的精髓与魅力,从而启发内心,激发他们主动寻

求、获取相关资源的热情以及系统而完整地补充自

身所需知识的能力.
其二,在这种开放式格局下,建立的互动模式是

多维的互动.它可以是馆员、读者与资源的互动,读
者、学科专家与资源的互动,读者与读者的互动,还
可以是任意组合间的互动.这种开放的互动格局,
突出了资源与人之间的交流,促进了读者之间知识

的分享与传播.通过这个互动空间,可以让读者接

触和感知不同主题的艺术与人文知识,培养阅读、求
知兴趣,激发知识创新.

在全方位互动中,馆员、专家、读者可以就资源

的获取、发现与利用等提出意见与建议,分享资源利

用体验、学习感受、困惑难点等,馆员在搜集整理意

见的同时,也可以思考改进资源推广当中存在的

问题.

３．２．２　互动开放式知识服务空间平台构建

为培养读者的知行能力,上海财经大学与香港

城市大学图书馆联合举办了几届 “悦读行者的故

事”旅行随笔征文活动.在这个联合项目中,两校面

向全校读者征集旅行中的随笔故事、旅行感悟,要求

他们将旅行中的所思所想付诸笔端.通过这一项

目,可以帮助读者进行知识能力转换与提升.“读万

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旅行是活的、生动的书本知识

再现,可以调动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综合理解,以行促

知.为了更好地寻访古迹和历史文化景观,使旅行

的意义更加深刻,读者必须对旅行地进行文学、历
史、地理、哲学、建筑等多方面知识的调动与寻求.
从知识寻求到实地旅行,是一个从读到行、由抽象到

具体的过程,这个过程需要将知识融会贯通起来.
结束旅行后,由行到写,则是需要读者注入自己思

考、回归理性的过程,是读者从文献到知识能力转换

的连续过程.最后,项目以结集出版的形式对活动

及成果进行总结,以学科教师的点评、赏析,以师生

读者们的分享传递作为活动的延伸.
在提升读者音乐、文学、艺术赏析等修养方面,

上海财经大学图书馆的通识阅读空间“博雅书堂”充
分发挥了分享与传递的作用.“博雅书堂”是空间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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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展现与互动学习平台建构的结合.它以情境化阅

读与交流的新理念,以阅读主题的设计、阅读细节的

感知与分享、阅读信息的不断积累,作为其运行的宗

旨.在以“博雅之旅”为阅读品牌的系列活动中,上
海财经大学图书馆举办了品读巴金、张爱玲等作家

的经典文学作品的系列活动,通过举办巴金、张爱玲

的生平展、作品展、作品品读会、影视作品赏析会、学
科教师点评等连续环节,使读者对经典作家的作品

有了立体而全面的理解与体会.
上海财经大学图书馆尝试帮助读者搭建从艺术

资源欣赏到自己动手直接参与创作的平台.如图书

馆举办的剪纸作品展、橡皮笔油画体验系列活动.
活动采用教师授课与读者现场创作相结合的形式,
读者可以一边欣赏艺术作品,一边聆听艺术的赏析

与创造技巧,最重要的是可以自己动手,直接参与剪

纸、油画的创作,真正实现了对艺术资源从抽象到感

性理解的过程.这种新型的体验模式受到了师生的

广泛好评,读者纷纷表示对“博雅书堂”系列活动的

期待.目前,上海财经大学图书馆也正从中华传统

文化教育入手,逐步开展创新型阅读体验活动.

４　结论

香港城市大学图书馆和上海财经大学图书馆的

资源推广模式表明,以知识服务为本的理念为大学

图书馆的资源服务提出了新思路.“未来的图书馆

是知识资源中心”[７],今后大学图书馆的建设应更加

注重对资源的发掘与利用,对各种资源的整合与揭

示应更加注重与读者的关联,更加强调知识的传播

与互动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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