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0

1
8

年
第1

期

美国图书馆学家梅特卡夫的历史贡献及其启示

□叶兰∗

　　摘要　从图书馆建筑规划、馆藏发展与合作、图书馆管理三个方面阐述美国图书馆学家梅特

卡夫的历史贡献及其学术思想对当今图书馆管理与服务的启示.在建筑规划上,梅特卡夫为解

决哈佛大学图书馆空间紧张的问题,建设了３个新馆:专门收藏善本与手稿的霍顿图书馆、联合

储存低利用率馆藏的新英格兰储存图书馆、专供本科生使用的拉蒙特图书馆,并重新规划怀德纳

图书馆为研究型图书馆;在馆藏发展与合作方面,梅特卡夫制订图书采选计划,推动“法明顿计

划”,剔除低利用率图书;在图书馆管理方面,梅特卡夫通过引进外部人才及开展员工培训变革人

事管理制度.他的学术思想对图书馆管理与服务的启示主要有:图书馆空间规划与馆藏发展方

针密切相关;细化用户身份和需求,实现基础服务与研究服务并行发展;图书馆服务能力应通过

人才招聘与员工培训逐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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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图书馆的历史实质上是图书馆人本身的历

史[１].一大批著名的图书馆人用自己的言行创造和

书写着图书馆的发展史,基斯德威特梅特卡夫

(KeyesDeWittMetcalf,１８８９－１９８３)即是其中的一

位.他是美国著名的图书馆学家和图书馆事业家,
国际知名的图书馆建筑与规划顾问,被«美国图书

馆»(AmericanLibraries)誉为图书馆界１００位最重

要的领导者之一[２].他曾任职于美国最大的市立公

共图书馆———纽约公共图书馆,并担任过美国最古

老和世界上藏书量最大的大学图书馆———哈佛大学

图书馆的馆长,是一位既有公共图书馆又有大学图

书馆工作经验的杰出人物.梅特卡夫最为人所知的

贡献是对图书馆建筑设计的研究与实践,并且在馆

藏发展与合作、图书馆管理方面也具有独到的想法

与举措,值得图书馆界学习与借鉴.本文根据相关

文献,探求梅特卡夫在图书馆建筑规划、馆藏发展与

合作、图书馆管理等方面的历史贡献,阐释梅特卡夫

在美国图书馆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及其图书馆思想

对当今大学图书馆管理与服务的启示.

１　梅特卡夫的图书馆从业经历

１８８９年４月１３日,梅特卡夫出生于美国俄亥

俄州伊利里亚市(Elyria)的一个铁路工程师家庭.
其母及其父先后在梅特卡夫５岁及８岁时去世,梅
特卡夫由其姐姐安娜  梅特卡夫  鲁特 (Anna
MetcalfRoot)抚养长大.１５岁时移居俄亥俄州的

欧柏林(Oberlin),并在此完成高中及大学学业[３].

１９０７－１９１１年从欧柏林学院获得历史学学士学位.
他的姐夫阿扎赖亚史密斯鲁特(AzariahSmith
Root,１８６２~１９２７)在欧柏林学院(OberlinCollege)
图书馆工作,因此,梅特卡夫从１６岁(１９０５年)开始

即接触图书馆工作.在高中及大学阶段进入欧柏林

学院图书馆当学生助理,学习图书馆书架管理与图

书馆运作.从欧柏林学院毕业后,曾两次回母校图

书馆工作.一次是在纽约公共图书馆学院学习期间

(１９１２年),因其姐夫休学术假,回到欧柏林学院图

书馆担任行政助理.另一次是１９１６－１９１７年代替

其姐夫担任欧柏林学院图书馆代理馆长[４].可以

说,欧柏林学院图书馆是梅特卡夫与图书馆的结缘

之地,在欧柏林学院图书馆的经历为其今后从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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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事业奠定了基础.
梅特卡夫在纽约公共图书馆的职业生涯始于

１９１１年,他作为首届学生进入当年新成立的纽约公

共图书馆学院 (LibrarySchooloftheNew York
PublicLibrary)研习图书馆学.该学院在１９２６年与

纽约州立图书馆学院一起并入哥伦比亚大学.除了

以上两次短暂的离开外,自１９１５年在纽约公共图书

馆学院毕业后,梅特卡夫一直在纽约公共图书馆工

作至１９３７年.期间,先后担任多种职务.１９１３－
１９１６年任典藏主管,整理与清点主要馆藏及选择装

订的图书.１９１９年起任采购部主任,这一职务使他

开始接触外文图书采购.同年被任命为馆长行政助

理.１９２７－１９２９年任筹备部主任,１９２８年起任参考

部主任直至１９３７年[５].他在纽约公共图书馆工作

了２０余年,而以参考服务部最久,也以此期间的贡

献最大.其在纽约公共图书馆的主要贡献包括引进

图书馆第一台复印机(１９１２年)、引进缩微胶卷系统

设施、修复因过度使用而破损的图书等.

１９３７年,梅特卡夫受哈佛大学校长康南(James
B．Conant)的礼聘,出任哈佛大学图书馆馆长,成为

该馆第一位谙熟图书馆工作而非哈佛毕业生的馆

长[６].在哈佛大学图书馆的任职奠定了他在美国图

书馆界持久的声望.他最为人所知的成就基本是在

哈佛大学任馆长的１８年间取得的.他还在美国图

书馆协会的许多委员会任职,１９４２－１９４３年担任美

国图书馆协会主席,并且是美国文献学会(今美国信

息科学与技术学会)的创办者之一,并担任该协会

主席.

１９５５年,梅特卡夫自哈佛大学退休,但这不是

他的图书馆事业的终结,而是另一个图书馆专业活

动的开始.退休后,他致力于讲学、咨询顾问及写

作.１９５５－１９５８年担任罗格斯大学(RutgersUniＧ
versity)图书情报研究生院兼职教授,向研究生及图

书馆管理者传授图书馆规划与管理知识.在世界各

地讲学使其成为图书馆管理与建筑规划方面的知名

演讲者.在澳大利亚,他被授予富布莱特讲师称

号[７].他为政府、大学及机构的图书馆提供多达

６００余次顾问咨询,遍及世界各国,包括爱尔兰、日
本、澳 大 利 亚、新 西 兰 等.杨 百 翰 大 学 (Brigham
YoungUniversity)的哈罗德李图书馆(HaroldB．
LeeLibrary)、匹 兹 堡 大 学 (UniversityofPittsＧ
burgh)的希尔曼图书馆(HillmanLibrary)、鲍尔州

立大 学 (BallState University)的 布 莱 肯 图 书 馆

(BrackenLibrary)等建筑的设计都受到梅特卡夫的

指导[８].
梅特卡夫一生著述多达１８０余项[９].他于１９４７

年创办«哈佛图书馆通讯»(HarvardLibraryBulleＧ
tin)[１０].从该刊成立至梅特卡夫退休,大约出版了

２６期,梅特卡夫平均每期贡献一篇文章,撰写其在

哈佛任职期间遇到的问题,主要涉及图书馆的空间

发展、采购政策、管理组织结构、经费等主题.基于

对哈佛大学图书馆及其他研究型图书馆的改造经

验,他撰写了«大学和研究图书馆规划»(Planning
AcademyandResearchLibraries,１９６５).该书被

认为是图书馆建筑设计的综合性著作及典范.在这

本书的基础上,他开始研究图书馆建筑规划的另一

重要议题———图书馆照明,并撰写«图书馆照明研

究»(AStudyofLibraryLighting,１９７０).他在

图书馆实践中所积累的丰富经验促成了他的两部回

忆录:«往事随忆»(RandomRecollectionsofanAＧ
nachronism,又 名 SeventyＧFiveYearsofLibrary
Work,１９８０)、«我的哈佛图书馆岁月,１９３７－１９５５»
(MyHarvardLibraryYears,１９３７－１９５５:ASeＧ
queltoRandomRecollectionsofanAnachronism,

１９８８)[１１],也为他在世界范围内赢得了广泛声誉,获
得纽约公共图书馆成立５０周年成就奖、哈佛大学名

誉馆长称号和１３个荣誉博士学位.梅特卡夫因心

脏衰竭于１９８３年１１月３日在马萨诸塞州剑桥市

逝世.

２　梅特卡夫的历史贡献

２．１　图书馆建筑与空间规划

在梅特卡夫取得的诸多成就当中,图书馆建筑

规划无疑是影响最为深远的.在任１８年间,为哈佛

庞大的藏书体系拟定５０年发展计划,解决图书馆的

空间发展问题,使哈佛大学图书馆成为美国其他图

书馆仿效的楷模.
刚到任哈佛大学图书馆时,梅特卡夫即面临图

书馆馆藏与服务空间紧张的问题.投入使用仅２２
年的怀德纳图书馆(WidenerLibrary,１９１５年)的馆

藏空间几近饱和.按传统解决办法自然是筹备建立

一个新的中央图书馆,但是新建一个中央图书馆需

要１０００万美元经费,这在当今对很多图书馆来说都

是一个巨大的数字,更不用说在１９３７年梅特卡夫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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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的那个时代.而舍弃楼龄不长的怀德纳图书馆对

捐赠者来说从情理上也无法接受,再加上当时校园

里也没有合适的场地供大面积的图书馆建设.因

此,建立一个新的中央图书馆的设想不切实际,被迫

放弃.在１９３９－１９４０年度报告中,梅特卡夫提出了

怀德纳图书馆仍作为大学的主图书馆,辅之以４个

新分馆建设的创新计划[１２],即建设:①专门收藏善

本与手稿的霍顿图书馆(HoughtonLibrary,１９４２
年);②联合储存低利用率馆藏的新英格兰储存图书

馆(NewEnglandDepositLibrary,１９４２年);③专供

本科生使用的拉蒙特图书馆(LamontLibrary,１９４９
年);④ 用于存放怀德纳图书馆新书的地下书库

(１９７６年扩展为 PuseyLibrary).该项计划得到校

领导及捐助者的鼎力支持.３个新馆的成功运作证

实了梅特卡夫的英明决策,而梅特卡夫也因此赢得

了广泛声誉①.
(１)建设专门收藏善本与手稿的霍顿图书馆.
在霍顿图书馆建设之前,善本与手稿主要存放

于怀德纳图书馆的首层,霍顿图书馆的建设使哈佛

大学成为美国首个拥有独立的善本与手稿储存空间

的大学.梅特卡夫建议在霍顿图书馆安装空调并设

置恒温和恒湿保存善本与手稿[１３].这在当时是非

常先进的,而霍顿图书馆也以世界一流的温度控制、
空气过滤、安全等技术为设计特色,曾获得专业建筑

奖项.霍顿图书馆的馆长威廉亚力山大杰克逊

(W．A．Jackson)在开馆时称,“霍顿图书馆即使不

是全世界也是美国最先进的图书馆建筑,其遵循的

基本原则在目前看来仍然是善本图书馆建设的参考

标准[１４]”.
(２)建设专供本科生使用的拉蒙特图书馆.
专供本科生使用的拉蒙特图书馆在当时受到大

学图书馆的广泛关注.它可以说是一所独立的大学

图书馆,也是大学中的本科生图书馆,是美国第一个

专为本科生服务的图书馆.其体现的思想被美国许

多大学图书馆所采纳,加州大学伯克利及洛杉矶分

校、康奈尔大学、杜克大学、密歇根大学、斯坦福大学

等多所高校建设了类似的本科生图书馆.
由于在美国属首创,拉蒙特图书馆在规划与设

计方面没有参考的先例,可以说是一次探索与试验.
拉蒙特图书馆有８层,地下２层,地上６层.地下２
层用于存放怀德纳图书馆和霍顿图书馆额外的图

书,并通过过道相连.１至５层主要是为本科生服

务,顶层为会议室,其中第１、３、５层各设置了一个超

大阅览室.拉蒙特图书馆的成功设计得益于:①高

效的通风设施;②精心布置的灯光照明;③墙壁及天

顶强有力的吸音效果;④学生方便获取课程相关的

阅读书籍.它的建设主要基于３个原则:①馆舍位

置便利;②学生在馆内快速找到图书;③基础性馆藏

与娱乐性馆藏、课程馆藏与相关馆藏相得益彰[１５].
基于这３点原则,拉蒙特图书馆选址于哈佛园的东

南角.该地点处于校园中心位置,临近新生宿舍及

餐厅,还靠近图书馆中心(怀德纳图书馆与霍顿图书

馆所在处).为了让学生在馆内快速找到图书,阅览

室的设计有很多细节不同于其他普通阅览室[１６],主
要体现在:①大空间设计,３个主要阅览室设计为长

条状,其长度跨越整个建筑的马塞诸塞街道,沿着阅

览室的长度平行设置开放书架区域;②长条状书架

区域使得学生需要穿越书架到阅览室,为此每层的

阅览室都设有３条宽敞的过道通往阅览室,沿着过

道中间的墙边设置开放书架;③为避免大阅览室布

局所产生的空间感,每个阅览室以屏风分成３个部

分,屏风两侧为单人桌椅.划分的３个小区域,每个

区域放置２组长排桌子,供读者学习使用,桌子之间

以半躺椅作为隔断,供读者休闲阅览使用;④每层阅

览室的最外侧没有像普通阅览室那样摆放参考或阅

读书籍的书架,而是布置了单人桌椅供有隐私需求

的学生使用;⑤舒适性好,桌椅、书架之间的距离比

普通阅览室更宽.
(３)建设联合储存低利用率馆藏的新英格兰储

存图书馆.
新英格兰储存图书馆的建设也是一项创举,被

认为是最早的合作储存图书馆.尽管哈佛大学校长

查尔斯威廉埃利奥特(CharlesWilliam Eliot,

１８３４－１９２６)于１９００年首次提出储存图书馆的概

念[１７],但一直到梅特卡夫才真正付诸实践.新英格

兰储存图书馆位于波士顿,合作单位包括该地区的

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波士顿大学等８所著名的

大学图书馆.它们合作建设一个低利用率图书的储

存库,每一合作单位可根据需要租用其中的空间.
哈佛大学图书馆曾将３０万册利用率不高的图书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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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新英格兰储存图书馆[１８].不过,对于新英格兰储

存图书馆也存在一定的争议.梅特卡夫按尺寸大小

而非分类法排架,并将部分新书直接放入储存图书

馆中.这２项措施虽然具有经济性,但不被多数学

者接受,后来在哈佛大学图书馆也没有继续施行.
此外,每一合作单位将其所要储存的资料放入租用

的区域内,互不干涉,也没有建设统一的联合目录.
另外,它没有完整的储存计划,也不剔除复本[１９].
与拉蒙特图书馆所产生的深远影响相比,新英格兰

储存图书馆之后没有出现城市区域内的储存图书馆

的建设,新英格兰储存图书馆也没有新建任何分馆.

１９５５年之后,哈佛大学图书馆关于图书转移的政策

也有所改变.尽管如此,仍不能抹煞新英格兰储存

图书馆的历史作用.如果没有新英格兰储存图书

馆,哈佛大学和波士顿地区的其他图书馆将面临空

间发展更加紧张的问题.
(４)重新规划怀德纳图书馆,使其成为研究图

书馆.
自拉蒙特图书馆专为本科生服务后,怀德纳图

书馆则转型为研究图书馆,主要为教师、研究生及访

问学者服务.功能上的转变伴随着空间规划上的变

革.梅特卡夫开始着手重新规划怀德纳图书馆的空

间以更好地为读者提供服务并提高馆员的工作效

率,采取的措施主要有:①员工空间与读者空间的重

新配置.怀德纳图书馆原来的读者基础服务如借阅

台、公共目录卡片区、参考馆藏等都设置在二楼,一
楼则主要是员工办公区.为方便读者,将参考馆藏、
借阅台、采访、编目等部分基础服务移至一楼.这同

时也便于业务的集中.二楼则主要为期刊阅览室、
研究生教学参考书、标准文献等,并为研究生学习开

辟了更大的阅览空间[２０].②馆藏重新规划.将一

些学科相关的书籍转移至相应的院系图书馆中,使
怀德纳图书馆以研究型馆藏为主,如将教育馆藏分

配至新建设的教育研究生院,将科学馆藏分配至科

学中心图书馆[２１].

２．２　馆藏发展与合作

梅特卡夫另一突出贡献是注重藏书建设与发

展,并积极推动馆际合作.梅特卡夫基于资源采访

与剔除并重的原则,提出５项馆藏发展措施[２２]:①
制定图书采选计划,优化馆藏质量;②推动图书馆联

合采购;③剔除低利用率图书;④建设低利用率图书

的储存空间;⑤缩微影印与复制.从采访源头控制

质量到最终的藏书评价与剔除,目的是保证馆藏稳

定增长.在他任职期间,哈佛大学图书馆馆藏量从

４００万册增至６００万册.
(１)制订图书采选计划,优化馆藏质量.
图书馆的采访政策受学校管理层、教学与研究、

资源合作计划等因素影响,但最终由读者需求决定.
因此,图书馆的采访政策的目标即要最大程度上满

足读者的需求.梅特卡夫在采购政策制定上非常注

重学院的需求.了解到学院的需求对于图书馆资源

采购的影响,哈佛大学图书馆成立了９个由各学院

教师及学院图书馆组成的学院委员会(包括艺术与

科学、神学、法律、医学、公共健康、经济管理、建筑设

计、教育、公共管理).艺术与科学学院图书馆委员

会关注怀德纳图书馆、霍顿图书馆、拉蒙特图书馆及

该学院所属的学科专业的采购政策,另８个学院委

员会关注各自所属学科的采购政策.梅特卡夫作为

各学院委员会的主席发挥组织联络与协调角色,一
方面向各学院传达图书馆整体采购规划,同时听取

各学院资源采购的需求,并鼓励各学院图书馆具有

学科专长的馆员承担部分选书工作[２３].
图书采选(包括怎样选和由谁来选)是采购政策

实施的具体方式.梅特卡夫从３个方面改善图书采

选:首先从图书馆员入手,二是通过图书捐赠,三是

通过馆际合作[２４].其中,从图书馆员入手是最重要

的.早在１９４５年,梅特卡夫就曾建议组建由４－６
人组成的专员负责图书采选.在１９５３－１９５４年度

报告中,梅特卡夫提出设立图书采选专员新岗位,成
为该馆首个全职负责图书采访的馆员.而对于捐赠

的图书,梅特卡夫认为图书馆应如精心挑选采购图

书,谨慎 选 择 捐 赠 的 图 书 而 不 是 毫 无 原 则 地 接

收[２５].在馆际合作方面,通过“法明顿计划”(FarmＧ
ingtonPlan)承担人类学、法律、精品艺术及文学等

领域的图书采选,其他领域的图书则通过共享途径

满足本校读者的需求,一定程度上也减少了低利用

率图书的采购及复本数量.
(２)推动图书馆联合采购.
梅特卡夫十分注重资源共享与合作建设.他认

为研究图书馆应考虑未来发展,推动馆际合作,积极

参与国家事务,承担相应职责.为此,梅特卡夫推动

了美国图书馆联合采购外文出版物以避免资源重复

建设的“法明顿计划”.
在担任美国图书馆协会主席期间(１９４２－１９４３

９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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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梅特卡夫于１９４２年６月在密尔沃基(MilwauＧ
kee)组织召开了一个关于联合采购的会议,号召成

立一个委员会采用使“每本具有独特价值的图书至

少有一个图书馆收藏一份”的方式联合采购外文出

版物[２６].１９４２年１０月,美国５０个大学图书馆,以
及美国国会图书馆、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美国国立

农业图书馆、纽约公共图书馆等６０多个图书馆的负

责人,在康涅狄格州法明顿市召开研讨会,讨论成立

一个由梅特卡夫担任主席的委员会,负责提出藏书

补充协调共建方面的建议[２７].该委员会代替了

１９４２年６月梅特卡夫成立的委员会,并发展成为后

来的法明顿计划委员会.梅特卡夫从１９４２至１９５３
年担任该委员会主席.

法明顿会议后两个月内,梅特卡夫起草了“关于

建立一个部门负责美国图书馆资源联合采购与著录

的提议”[２８],被美国研究图书馆协会采纳并发展为

“法明顿计划”.“法明顿计划”的做法是按«国会图

书馆分类法»(LibraryofCongressClassification,

LCC)所列出的８０４个类目,在６０多个成员馆中按

类配置采购任务;对一些稀有文种的出版物则按国

别分配采购任务,并对这些书刊尽快编目,列入«全
国联合目录»,从而使美国任何一个研究人员感兴趣

的外国出版物至少有一个图书馆收藏一份,达到资

源共享的目的.该计划由美国研究图书馆协会及其

外国出版物采集委员会(即法明顿计划委员会)负责

协调,１９４８ 年 １ 月 开 始 实 施,至 １９７２ 年 ９ 月 终

止[２９].关于法明顿计划的作用,美国图书馆界褒贬

不一,但它对美国二战时期出版物合作采集的作用

仍值得借鉴.
(３)剔除低利用率图书.
梅特卡夫大力提倡剔除低利用率图书.他认为

除非是大型研究图书馆出于国家保存目的或小型图

书馆为维持自身特色目的在剔除馆藏时需要谨慎考

虑外,对于其他图书馆可采取任何适当的剔除方式,
特别对低利用率藏书应果断剔除.梅特卡夫曾指出

采购一本书的成本不仅仅是它的购买费用,还包括

编目及储存成本,而采购一本利用率低的图书则成

本更高[３０].因此,梅特卡夫通过专业人员把控选书

质量,并控制馆藏增长速度.在他上任前１８年,哈
佛大学图书馆馆藏增长了６８％,而在他任职的１８
年间,仅增长了４９％[３１].

对于剔除后的低利用率图书,梅特卡夫提出建

设相应的储存图书馆的计划,如地区性的新英格兰

储存图书馆、国家级的中西部储存图书馆中心等.
芝加哥中西部图书馆馆际中心是梅特卡夫主要推动

成立的.由于新英格兰储存图书馆主要是波士顿地

区图书馆低利用率图书的储存,人们更希望建设一

个国家性的储存机构.１９４０年受芝加哥大学校长

的邀请,梅特卡夫与纽约公共图书馆的约翰(John
Fall)合作研究建设中西部储存图书馆中心(用于储

存低利用率图书)的可行性,并撰写报告.但由于遭

到中西部１３个图书馆馆长反对,计划被搁置,直到

１９４７年这１３个馆长退休后才最终采纳,由芝加哥

大学和其他９个单位于１９４９年成立中西部图书馆

馆际 中 心 (The MidwestInterＧLibrary Center).

１９６５年该中心开始承担整个国家的储存任务,并更

名为研究图书馆中心(CenterforResearchLibraＧ
ries)[３２].成立之初主要目标是储存成员馆的低利

用率图书,现在已发展成为联合采购、馆际协调的国

际化资源共享中心.

２．３　图书馆管理

梅特卡夫刚到任时,哈佛大学图书馆专业馆员

较少,他开始引进有经验的外部人士及图书馆学院

的毕业生,广纳人才,建设强有力的团队,如组建霍

顿图书馆的杰克逊(W．A．Jackson)即是他引进过

来的.梅特卡夫认为引进好的员工是一个图书馆管

理者最重要的职责之一.此外,他通过图书馆学院

对大批图书馆工作人员进行培训.
除了人才引进外,梅特卡夫也强调人才输出.

他鼓励人才特别是高层管理人才的流动.在他刚来

哈佛的时候,哈佛大学图书馆的馆员很少跳槽到其

他馆,其他馆的人员也很少到哈佛大学图书馆,梅特

卡夫时期才开始实行比较灵活的人事政策.他培训

员工不仅是为了其在本馆做贡献,更希望他们能服

务于整个国家的图书馆事业.他认为培训员工使其

能在其他图书馆胜任工作是图书馆管理者的义务.
在梅特卡夫的领导下,很多在哈佛大学图书馆任职

多年的员工被招募进其他图书馆工作,并成为业务

骨干及领导.哈佛大学图书馆的员工开始成为国家

图书馆事业的一部分.可以说,梅特卡夫是为整个

美国图书馆事业开展人才储备和人才输出工作[３３].
这些变革可能带来一定阵痛,但变革是必然的,

梅特卡夫本人的任职即是对哈佛大学图书馆人事改

革的一种突破.他是该馆第一位熟悉图书馆工作而

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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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哈佛毕业生的馆长.梅特卡夫之前的馆长都是哈

佛大学毕业,员工基本都极少受过专业教育.这一

定程度上推动他变革哈佛大学图书馆现有的人事

政策.

３　梅特卡夫思想对当今图书馆管理与服务的启示

３．１　图书馆空间规划与馆藏发展政策密切相关

梅特卡夫虽然通过建设３个实体分馆解决了哈

佛大学图书馆的空间需求问题,但实际上其所践行

的馆藏发展政策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图书馆的空间紧

张局面.图书的储存空间是图书馆最基本的空间需

求,也是图书馆最需要关注的方面.为解决图书的

需求空间,梅特卡夫提出５项馆藏发展措施,如图书

采选计划、联合采购、剔除及建设低利用率图书储存

等,有力配合了图书馆空间的规划与发展.因此,解
决图书馆空间需求并不仅仅是单纯的增长藏书所需

的空间,而应从采购政策、藏书剔除、馆际合作等本

质方面寻求解决办法.尽管馆藏数字化已是当今图

书馆的发展趋势,图书馆作为储存空间保存纸本或

其它物理馆藏的角色或功能下降,但为馆藏开辟空

间仍是现在很多图书馆新馆建设或空间改造中的一

项重要任务.随着藏书增长,空间紧张不可避免地

成为图书馆的一种普遍现象.适度控制馆藏发展成

为必要之举.梅特卡夫优化图书采选计划与剔除低

利用率图书也是为了控制馆藏发展的速度.
近年来,空间变革及服务成为图书馆学研究的

一个新课题、新热点.高校图书馆在大力开展空间

改造的同时,应全面优化馆藏发展政策.馆藏发展

政策与图书馆空间的解决是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
为此,高校图书馆应首先细化馆藏采访政策,特别是

采访原则与标准、复本原则等这些对图书馆空间规

划具有重要影响的政策,使采访馆员能有据可依.
其次,做好馆藏维护,制定馆藏评价与剔除的细则与

标准,提高馆藏质量.馆藏评价与剔除主要是基于

图书馆保存成本与用户需求角度考虑,对利用率低、
过量复本或少数破损的文献进行剔除.对于剔除后

的低利用率图书并不是意味着放弃对其进行保存与

管理,图书馆可建设联合储存低利用率馆藏的基础

设施或建设密集书库、远程储存等方式来满足用户

未来对这些文献的需求,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缓解

图书馆现实的空间紧张局面.梅特卡夫推动成立的

新英格兰储存图书馆、中西部图书馆馆际中心即是

对剔除后的低利用率文献进行保存的基础设施.最

后,积极参与馆藏共建共享.参与馆藏共建共享的

图书馆各自负责部分领域及学科资源的采购,避免

资源重复建设,一定程度上可控制藏书空间的增长

速度.

３．２　细化用户身份和需求,实现基础服务与研究服

务并行发展

梅特卡夫建设专为本科生服务的图书馆,并重

新规划怀德纳图书馆为校园的研究型图书馆,这向

我们传递了高校图书馆应细化用户身份和需求,同
时提供基础服务与研究服务的思想.梅特卡夫不仅

在哈佛大学图书馆的规划中实践这个理念,还将该

理念应用于其他图书馆.他在１９６３年担任罗切斯

特大学图书馆(UniversityofRochesterLibraries)
扩建的咨询顾问时,曾建议该馆新建一个独立的研

究型图书馆,将现有的拉什里斯图书馆(RushRhees
library)发展成为本科生服务的图书馆[３４].

在高校,不仅有本科生,还有研究生、教师、科研

人员等用户群体.不同的用户群体具有不同的服务

需求.本科生偏重于基础型服务,研究生、教师、科
研人员等用户则对研究型服务需求较高.高校图书

馆应根据用户身份和需求实现基础服务与研究服务

并行发展.在具体实现方式上,有条件的图书馆可

按照用户身份在物理建筑实体上建设专门的本科生

图书馆及研究型图书馆.这两种不同类型的图书馆

要求根据用户需求在服务、资源、人员、空间设施上

进行不同的设计与规划.基于人力、财力等因素考

虑,这种方式对很多高校图书馆来说实践难度较大.
高校图书馆可采取如下方式,即物理层面的图书馆

为校园内所有的用户类型提供服务,在虚拟层面上

开展针对不同用户群体的某种服务或某个项目,如
针对本科生、研究生、教师、科研人员等不同需求开

展不同层次的信息素养教育课程与讲座、采用不同

的阅读推广方式等.许多图书馆主页门户系统平台

(如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已开始细化用户身份和需

求,实现不同访问类型的用户拥有不同的首页设置

及不同的服务内容.基础服务与研究服务是高校图

书馆需要同时注重开展的两大服务,高校图书馆可

根据自身情况选择不同的实现方式,而细化用户身

份实现个性化服务是基本原则.

３．３　图书馆服务能力应通过人才招聘与员工培训

逐步提升

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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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员是图书馆服务的主要执行者,其知识储备

深度和广度决定了图书馆服务的能力和效果.梅特

卡夫通过引进好的员工及开展员工培训等“内培外

引”方式提升图书馆的服务能力.在数字化、网络

化、知识服务的今天,高校图书馆正经历着业务功能

与服务能力重构的关键期,更应把人才招聘与员工

培训作为变革与转型期的一个重要任务.在人才引

进上,基础服务与研究服务具有不同的人才需求.
对于基础服务,应该安排熟悉用户需求及图书馆基

本业务流程的馆员.对于研究服务,图书馆更需要

引进拥有学科背景的高学历的馆员,能深入课题研

究和情报分析.在员工培训上,高校图书馆领导者

应重视馆员能力培养和提高.首先应根据图书馆所

处的发展环境及战略规划,形成本馆员工的能力建

设体系,针对不同业务需求设置相应的能力标准与

要求;其次,鼓励员工依据自身岗位的能力标准参与

国内外进修与培训,如«图书情报工作»杂志社每年

举办一次的新型图书馆员能力提升培训班,对于推

动国内图书馆员能力提升具有重要帮助作用.图书

馆的未来取决于图书馆员的能力,就像医院的能力

是由医生的水平所决定的一样.馆员能力的提升将

决定图书馆的根本出路[３５].引进及培养一批具有

开阔视野、新型知识结构与创新发展能力、适应知识

服务与新型图书馆发展要求的新型图书馆员是提升

图书馆服务能力的重要举措.

４　结语

梅特卡夫已经去世３０多年,他的空间规划、馆
藏发展及图书馆管理等举措尽管有的在今天的图书

馆已普遍实施,但却有不少理念在当时无论是对哈

佛大学图书馆还是整个美国图书馆来说都属首创,
为图书馆学及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历史贡

献.梅特卡夫在建设３个新馆解决哈佛大学图书馆

空间发展问题的过程中,对图书馆空间发展需求、建
设费用、图书馆选址、阅览室座位与书架布局、图书

馆照明等空间规划具体方面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与

经验,特别是全美第一所本科生图书馆的建设,成为

后来美国各大学图书馆空间创新规划参照的典范与

榜样.合作是梅特卡夫馆藏发展所倡导的主要理念

之一,其所建设的最早的合作储存图书馆及对联合

采购外文出版物的“法明顿计划”的推动,在当时的

美国图书馆界产生深远影响.梅特卡夫的人才引

进、储备与输出政策,不仅仅为哈佛甚至为整个美国

的图书馆事业培养人才,从一个侧面显示出梅特卡

夫是一位使命感强且极具高远眼界的馆长.梅特卡

夫一生兢兢业业,退休之后仍致力于图书馆规划与

管理事业,受益于他的图书馆规划与管理思想的图

书馆在当时遍及世界各国.他在空间规划、馆藏发

展及图书馆管理方面的理念与创新对今天的图书馆

管理与服务仍不失其参考价值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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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esDeWittMetcalfsAchievementinLibrarianshipandItsEnlightenment

YeLan

Abstract:ThispaperanalyzedMetcalfsachievementsinlibrarianshipfromthreeaspects:librarybuildＧ
ingdesign,collectiondevelopmentandcooperation,libraryadministration．Asforlibraryplanning,MetＧ
calfconstructedtheHoughtonLibrary,theNewEnglandDepositLibrary,theLamontLibrarytosolvethe
spaceproblemsofHarvardUniversityLibraryandrearranged Widenerasaresearchlibrary．HisaccomＧ
plishmentsincollectionbuildingincludedestablishingthebookselectionplan,playingaroleintheformuＧ
lationoftheFarmingtonPlan,discardinglittleＧusedmaterials．HerevolutionizedpersonnelpoliciesbyreＧ
cruitingexperiencedlibrariansandtrainingstaffmembers．Histhoughtsshowthatlibraryspaceplanning
hasstrongrelationshipwiththecollectiondevelopmentpolicies;libraryshouldclassifytheuserneedsand
providebasicservicesparalleledbyresearchservices;libraryserviceabilityshouldbeupgradedbyrecruiＧ
tingexperiencedlibrariansandbytrainingstaffmem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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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enHungtuandtheChineseLibraryintheEarly２０thCentury
HuangXueting

Abstract:ThecontributionofTienHungtutotheemergenceanddevelopmentofChineselibraryinthe
early２０thcenturyarediscussedrespectively,includinghisgreatcontributiontothecollectiondevelopment
ofYenchingUniversityLibrary,andthefoundingoftheLibraryAssociationofChinaandtheorganization
ofthefirstthreecrucialannualmeetings,aswellastherefiningoflibraryarchitecturecoreelements．

Keywords:Tien Hungtu;Yenching University Library;Library Association of China;Library
Science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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