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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未来的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

发展研究”高端论坛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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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２０１９年３月２９~３１日,“面向未来的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发展研究”高端论坛暨

«大学图书馆学报»２０１９年编委会在江南大学召开.与会专家从高校图书馆质量评价与人才培

养、“以本为本”的高校图书馆服务创新、图书馆学相关领域前沿动态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在

高校“双一流”建设背景下,作为知识服务中心的图书馆应完善质量评价体系,提升馆员素养,发

展新型服务,满足新需求,谋求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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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

革大调整时期.图书馆学和图书馆事业也正处于一

个大变革的时代,我们将面临的甚至是“翻天覆地摧

枯拉朽的变革”[１].在变革之际的关键时期,理性认

识现实所处的社会环境,积极探索预测未来的发展

趋势,历来被国内外图书馆界所重视.上个世纪出

版的利克莱德(C．R．Licklider)的«未来的图书馆»
(LibrariesoftheFuture,１９６５年)、兰开斯特(F．W．
Lancaster)的«电子时代的图书馆和图书馆员»(LiＧ
brariesandLibrariansinanAgeofElectronics,

１９８２年)、克劳福德(W．Crawford)和戈曼(M．GorＧ
man)的«未来图书馆:梦想、疯狂与现实»(Future
Libraries:Dreams,Madness& Reality,１９９５年),
以及国内徐竹生所著«未来图书馆学»(１９９０年)、徐
引篪主编的«图书情报事业的未来———２０１０年发展

预测»(１９９８年)等均是对图书馆(学)未来进行预测

的代表作.近年来也不乏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对图

书馆未来所发布的报告[２],国内张晓林和柯平等专

家对后图书馆时代、后知识服务时代下图书馆未来

转型发展的思索和展望[３－４].不谋未来,不足以谋

全局.“面向未来的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发展研

究”高端论坛暨«大学图书馆学报»２０１９年编委会于

２０１９年３月２９~３１日在春光勃发、花红柳绿的江

南大学适时召开.编委会和编辑部２３位专家学者、
爱思唯尔(Elsevier)中国公司的代表、江南大学图书

馆的领导及部分骨干馆员参加了会议.与会专家围

绕会议主题,结合自身的当前研究,畅所欲言,进行

了一场精彩热烈的思想碰撞.

１　面向未来的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教育发展方向

１．１　图书馆的创新—变革—转型

当代图书馆发展的重要动力是创新驱动.图书

馆人的创新动力源于环境的变化,或者说是图书馆

危机所倒逼.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图书馆消亡

论一直存在于图书馆界.图书馆消亡预言的一次次

失败使人们对图书馆行业的危机有些麻木.但是,
危机还是不期而至.华东师范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范

并思教授列举了作为现代公共图书馆发源地的英国

在近些年来所充斥的图书馆关闭、托管、志愿者管

理、私有化、裁员、经费削减、服务停止、员工罢工、抗
议关闭的种种新闻.同样面临信息环境的变化,美
国的公共图书馆却没有出现倒闭潮,原因在于美国

图书馆人积极改变图书馆服务理念与服务模式,探
索服务创新.对此,与会专家一致认为,面对危机,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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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必须转型,以创新求生存.
近些年,学界围绕图书馆的“转型”或“重新定

义”已开展了许多讨论.从２００５年鲍尔米勒博士

提出“图书馆２．０”以来,图书馆２．０经历了从概念到

现实的发展历程,直到２０１８年智慧图书馆的蓬勃兴

起和深入研究.南开大学商学院柯平教授列举了关

于图书馆未来发展的四种研究理论:一是“消亡论”,
传统落后的图书馆可能或正在消亡,该理论对图书

馆发展起到了警醒的作用,有一定的价值;二是“危
机论”,图书馆行业一直以来的稳定性导致缺乏紧迫

感,而紧迫感的建立是变革的重要一环,至关重要;
三是“社会价值论”,由于西方金融危机导致很多图

书馆的关闭和经费的缩减,众多学者论证了图书馆

的社会价值和作用,美国图书馆协会一直致力于推

动图书馆对于社区的贡献.该理论对于图书馆未来

具有一定的刺激作用;四是“转型论”,图书馆转型来

自空间、资源、服务和管理四要素的转型.近几年最

大的变化是空间的转型,早些年是资源和服务的转

型,但是管理的转型滞后,需要通过战略规划来推

动.近年来被广泛热议的智慧图书馆能否变成现实

或者是否是转型的终极目标,现在还无法定论.柯

平总结了公共图书馆和高校图书馆无处不在的各种

创新工作后认为,当前的创新实践已经走在了前面,
但是理论还相对比较滞后,理论对实践的支持不够.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８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

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善于获取数据、分析

数据、运用数据是领导干部做好工作的基本功.”[５]

安徽大学图书馆储节旺馆长提出,在信息时代,科学

数据不但是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创新发展的重要战

略性资源,对图书馆而言,也是重要资产,科学数据

驱动图书馆变革.图书馆在服务过程中主要产生三

类数据:GB级书目数据、TB级数字资源、PB级用

户数据.图书馆不仅提供数据资源层面的服务,还
需从海量文献数据中挖掘出可能影响用户阅读行为

的焦点、热点问题,进而通过数据图书馆的互操作向

用户提供深层次、个性化的服务,进一步推动实现智

慧图书馆.

１．２　对高校图书馆的质量评价和图书馆基于SOA
的评价范式转型

“双一流”建设对高校图书馆发展提出了新的要

求,图书馆必须与时俱进,加强自身建设.南京大学

信息管理学院叶继元教授提出了图书馆“全评价”体

系,以期为图书馆评价提供参考,进而提高图书馆质

量.该体系的策略主要包括:(１)建立统计与评价平

台;(２)结合形式、内容和效用三个维度,建立与完善

以质量为重点的评价指标体系;(３)先易后难,逐步

推进;(４)吸取传统评价的教训,不折腾、不磨人、不
走场;(５)以数据为基础,以图书馆学专家为主导,效
用胜出.

浙江大学图书馆黄晨副馆长从图书馆人力资源

配置的角度,结合本馆实践介绍了基于SOA的评价

范式.面向服务的架构(ServiceOrientedArchitecＧ
ture,SOA)是一个组件模型,它将应用程序的不同

功能单元(称为服务)进行拆分,并通过这些服务之

间定义良好的接口和契约联系起来.基于SOA 的

评价范式包括五个组:指标组、数据组、建模组、文档

组、平台与数据中心.黄晨还展示了浙江大学图书

馆的协同工作平台,证明基于SOA评价范式的优势

在于复用,每个小组可以高度专业化,最大限度优化

人力资源.

１．３　资源建设与信息服务的新动向

２０１５年３月３１日,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印发«关于推动传统出版和

新兴出版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阐释了出版业跨界

融合发展的新起点:技术融合发展、内容融合发展、
渠道融合发展、人才融合发展.２０１８年,出版融合

发展围绕技术创新、编辑创新、理念创新这三个核心

点展开.
«大学图书馆学报»主编朱强研究馆员认为,知

网从中文期刊数据库发展成专业数字化图书出版平

台、发行平台、阅读平台,又开发了手机知网,从而打

通了书和刊,实现了初步融合.未来如果再加上关

联数据,就成了数字图书馆,若再加上一些智能化工

具,即可发展成为一个智慧图书馆.通过知网的演

变过程,可见数字融合出版已对图书馆发展提出了

挑战.业界因此提出了“复合图书馆”的概念,即传

统图书馆与数字图书馆并存形式,也是从传统图书

馆到数字图书馆的一个过渡阶段.朱强提出,如果

图书馆不能顺利实现从以纸质资源为主到以数字资

源为主的转型,则不管冠之以什么名称,都难以在未

来立于不败之地.图书馆必须做到资源与服务融

合、资源与服务拓展.图书馆界不能仅仅看着数据

库商在融合,侵占我们的领地,要想办法把自己做强

做大.我们不能局限于过去的传统图书馆工作,而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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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办法去占领新的领域,参与到教学科研中去,成
为别人必不可少的依赖环节.

随着电子阅读器、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的发展

和普及,电子书资源因具有轻便、方便等优势受到读

者青睐.重庆大学图书馆杨新涯馆长介绍了该馆与

京东公司合作的数字阅读 APP平台项目,展示了

“一组有趣的没见过的阅读数据”:２０１８年度该馆纸

本图书收藏总量为１３２．３５万种,３００多万册,但是流

通量只有４７．３５万册/次;而数字阅读平台有２３．２４
万册书,但是借阅了４２．８９万册/次.数字阅读平台

借阅最多的读者借阅了１６０４册/次,而纸质馆藏借

阅最多的读者借阅了４５３册/次.平台上数字阅读

量第一名的«１３６８个单词就够了»(２８３７次)一书并

无纸质馆藏.阅读时长在１０分钟以下的碎片阅读

次数是１０４万次,１０~３０分钟的８万多次,３０~６０
分钟的１００３次,６０分钟以上的有９３４次通过

分析这组数据,杨新涯认为,一方面要鼓励碎片化阅

读,充分利用碎片时间,完成阅读计划;另一方面,电
子书阅读已融入学生学习生活中,相应地,图书馆也

应当增加电子书资源以满足需求.杨新涯还计划将

这部分数据用来进一步研究阅读推广的“精准化”.
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郭晶副馆长分享了在哈佛

大学图书馆的见闻.作为世界上体量最大的学术图

书馆,哈佛图书馆拥有广博的内容、完备的体系,以
独有资源催生新的学术方向,是凝聚世界范围的学

术交流社区,保障了学术研究的前沿性、体系性、溯
源性.尤其是哈佛图书馆的特色资源体系堪称学术

图书馆特色资源样本,值得借鉴.它成立了“特藏与

档案理事会”和“威斯曼保护中心”分别进行特藏的

管理与保护,发布了«哈佛大学特藏与档案联合处理

准 则»(Harvard University SpecialCollections
andArchivesJointProcessingGuidelines),还 有

“档案空间”(ArchiveSpace)等一系列的特色资源数

字化系统.除了保存、管理与共享特色资源,哈佛大

学还利用档案和特藏开展教学,这有助于学生建立

一种实证研究或取证研究的习惯.哈佛大学第２１
任校长查尔斯威廉埃里奥特曾经说过:“图书馆

是大学的心脏.”通过对哈佛大学图书馆资源体系的

了解,我们可以推断,哈佛大学图书馆为这所一流大

学所发挥的作用始终是不可替代的,而哈佛大学的

世界影响,从某种程度上也与图书馆完备的特色资

源体系密不可分.

健康服务开启公共图书馆服务的新领域.党中

央和国务院发布的«“健康中国２０３０”规划纲要»提
出了健康优先的原则,要求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提
出了共建共享的健康中国建设基本路径,强调形成

维护和促进健康的强大合力,促进全社会广泛参与,
强化跨部门协作,形成多层次多元化的社会共治格

局.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系周晓英教授认为

公共图书馆作为向国民提供信息服务和开展社会教

育的公共文化设施,也应当将健康融入其发展政策,
抓住发展机遇,开启公共图书馆服务新领域.周晓

英从以下四个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对策:(１)统一对公

共图书馆开展健康服务的认识;(２)掌握社会需求,
分析竞争对手;(３)开展合作协作,包括公共图书馆

之间的合作,与医学图书馆的合作,与政府卫生管理

机构、医疗卫生机构、健康管理机构等的合作协作;
(４)制定战略规划,充分发挥公共图书馆的信息、空
间、服务优势,探索健康服务管理机制和服务模式.

１．４　新形势下的图书馆学教育与馆员培养

人才是事业发展的第一资本,惟有加强人才资

源能力建设和开发,让最重要的发展因素最大限度

地活跃起来,我们的图书馆事业才能始终充满生机

和活力.而图书馆学教育目标是培养图书馆所需的

人才,是图书馆事业发展的保障.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郑建明教授提出图书馆

学教育现存的两大问题:一方面开展图书馆学本科

教育的高校越来越少,但教育模式却很多,课程体系

的层次越来越多,内容泛化;另一方面图书馆员承担

的社会责任和学科定位渐行渐远,教育定位与职业

定位成了悖论.郑建明对此提出了两点反思:一是

图书馆学的学科方向是数据科学,图书馆学的教育

重点应当是围绕图书馆数据的整序、组织、揭示和利

用,图书馆学教育体系应当完整体现图书馆工作的

核心;二是图书馆学从来都不是封闭的科学,图书馆

从来都不是封闭的事业,图书馆学教育应当培养既

是社会需要的人才,又是专业需要的人才.
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宋姬芳常务副馆长通过整

理该校图书情报专业硕士生的“图书馆管理”课程作

业,分享了学生们对于图书馆的思考与认识,主要有

以下七个方面:(１)高校图书馆是知识服务中心,应
当完善馆藏资源结构,优化读者空间与场地配置;
(２)高校图书馆是文化活动空间,应当具备人性化和

开放化的文化场地,打造优质的服务品牌,并且联合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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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方力量满足用户的多样化需求;(３)高校图书馆是

知识创造中心,应当提供像创客空间这样的自主学

习与知识交流的场所;(４)高校图书馆应当更加关注

智能化手段,线上图书馆更好的实现方式是手机

APP或微信小程序,提供更加个性化服务;(５)区别

对待本科生、研究生,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服务;(６)学
科服务应当吸收一些研究生与教师,将高校智库服

务作为学科服务新方式;(７)通过活动来增强与用户

的互动性,提高关注度.
虽然图书情报专业的学生对于图书馆都有美好

的设想,但是学生的实习与就业现状证明,图书馆并

非图书情报专业学生的首选单位.而高校图书馆内

人员流动性也很强,不少毕业生在工作３~５年都选

择调离.宋姬芳认为,以上种种问题说明图书情报

专业的学生缺少专业归属感,缺少图书馆事业精神.
北京大学图书馆肖珑研究馆员重点强调了图书

馆员的事业精神.肖珑认为专业图书馆员应有的基

本素养包括:专业素养、职业精神、职业能力、继续学

习和事业精神五个方面.专业素养是实际工作、职
业能力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它包括图书馆学专业知

识和对本馆的深入了解.职业精神是图书馆从业者

所秉承的价值观、理想信念与追求,是图书馆员积极

工作、使图书馆充满活力的精神力量,主要表现为爱

国爱馆、以人为本、追求科学.职业能力是指从事图

书馆职业的知识与技能要求.继续学习的途径有学

历教育、深度培训、专业会议、科学研究和轮岗学习.
肖珑认为事业精神是指“当你以图书馆作为毕生热

爱和奋斗的事业,并且想方设法为读者利用图书馆

提供各种服务,拥有建设世界大同的美妙图书馆情

怀,任何时候不放弃不抛弃不逃避.”图书馆员应当

按照职业、行业、事业自下而上的阶梯,结合这五个

方面的基本素养,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攀登事业

巅峰.
扬州大学文学院傅荣贤教授在分析章学诚“明

道指向”的图书馆学核心思想时也指出,职业和事业

的区别在于,职业是事功,而事业是更大的精神追

求.图书馆工作既是一种职业更是一种事业,责任

重于事功应成为图书馆员的精神勖勉.

２　“以本为本”的高校图书馆服务创新

２０１８年６月２１日,教育部在四川成都召开新

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教育部党组

书记、部长陈宝生指出,高教大计,本科为本,本科不

牢,地动山摇.他强调,要推进“四个回归”,把回归

常识、回归本分、回归初心、回归梦想作为高校改革

发展的基本遵循,把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效果作为检

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６].“以本为本”,推进“四个

回归”,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培养创新人才,已
经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核心问题和巨大挑战.

２．１　图书馆学理论指导下面向本科教学的高校图

书馆服务创新

范并思提出,高校图书馆曾经成功地服务了本

科教学,满足了本科生作业、考试的信息需求.如文

献分类法支持的文献收藏体系更有利于本科生根据

学习需求浏览与借阅文献;文理分设、书刊分设、师
生分设的空间结构更有利于本科生专业划分和学业

进阶的文献需求.同时还建立了学科馆员面向研

究、参考馆员面向学生的高端信息服务制度,以及新

生入学指导和文检课为核心的读者培训体系.但是

随着信息化大潮的冲击,图书馆服务也受到根本性

的冲击,信息获取渠道多元化、信息检索系统易用性

使师生对图书馆的需求不再“刚性”,图书馆服务也

因此面临着学理危机.范并思认为图书馆服务的学

理依据是图书馆学理论指导下的藏书体系,包括内

容体系、组织和服务方式,保证人们文献获取的高效

率;文献的可重复利用性降低了师生书刊资料利用

的成本;空间设施设备和文献的有机结合使图书馆

空间成为激励阅读的空间.他认为在图书馆服务的

学理指导下,高校图书馆面向本科教学的服务创新,
可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发展面向本科生的嵌入式

服务,充分支持例如翻转教室、慕课(MOOC)、在线

教育等新的教学形式,改善本科教学效果;提供空间

服务和工具服务,成为学生活动和创新的中心枢纽,
提升学生双创能力;开展阅读推广活动,促进通识教

育,服务特殊人群和阶段性特殊人群.

２．２　“以本为本”,重构高校图书馆学生支持服务

体系

在２０１５年底教育部印发的«普通高等学校图书

馆规程»中,高校图书馆的定位、职能、任务和服务等

多方面内容都提及到高校图书馆应当积极全面参与

高校人才培养工作,这也与“以本为本”的理念相

契合.
西南交通大学高凡研究馆员分享了该校图书馆

重构高校图书馆学生支持服务体系的实践案例.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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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建立了以资源建设为核心和基础,集学科服务、信
息素质教育、阅读与写作中心、学生工作平台为一体

的服务体系,具体包括以下五个方面:(１)以«信息检

索»为核心的课堂教学,以讲座培训和日常咨询为支

撑的辅助教学,加强学生信息素质教育,注重信息能

力培养;(２)以改革教学方法、教学模式为抓手,以传

授检索技巧、培养信息分析能力为主,开展嵌入式教

学,创活读写能力培养机制;(３)在国内率先成立阅

读与写作中心,以读写融合为突破口,创新通识教育

培养模式;(４)以经典“悦”读为主线,开展阅读推广

活动,建设书香校园,创优立体读写环境;(５)搭建图

书馆学生工作平台,规范学生工作;(６)与教务处、学
院学工组、学生处等合作构建学生画像,紧密围绕学

生,服务教学与学生成长.高凡还特别介绍了该校

受教育厅教改项目资助所开展的学生使用图书馆情

况与其学业成绩的关联研究.通过跟踪分析２０１３
级全体本科生８个学期的学习成果数据(学习成绩

和获奖情况)和在图书馆利用的行为数据(门禁通道

数据和图书借阅数据),实证得出学生的图书馆使用

行为对其学业成绩、获奖情况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的

研究结论.

２．３　探索信息素养教育新模式

“以本为本”的核心目标就是人才培养,高校所

有工作都是围绕人才培养这个核心.信息素养教育

更是与培养目标直接相关,是“以本为本”,推进“四
个回归”的需要.天津财经大学图书馆唐承秀馆长

以该馆承办的“乐研杯”全国财经高校大学生信息素

养大赛为例,探索了信息素养教育的新模式.她向

会议分享了其总结的“以赛促学”和“以赛促建”两大

经验:一是以赛促学,大赛推进信息素养的概念和技

能融入高校的教学和科研中,培养大学生的信息意

识、信息技能和信息共享能力,增强大学生对信息素

养技能的学习和关注度;二是以赛促建,大赛也使图

书馆的文献资源得到了进一步的宣传和利用,参与

大赛工作的馆员能力普遍得到提升,图书馆在学校

的影响力也持续扩大.同时,大赛取得的良好效果

彰显了图书馆对本科教育的贡献度,体现了图书馆

深入嵌入本科通识素养培育的价值.

３　图书馆学情报学相关研究的未来走向

３．１　书理学视角的图书情报学一体化发展探讨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叶鹰教授以“书—人—

用”为理论轴心,以“资源是基础、人员是关键、服务

是目的”为三原则,把图书馆系统视为物理系统抽象

分析,提出了书理学理论,论证图书情报学一体化的

走向.书—人—用是一种形式构造,形式与内容相

表里,因而需要有独特的内容构造以具体深化,才能

实现图书馆学与情报学的结合,而数据—信息—知

识正好可以提供内容构造和学科结合的基础.叶鹰

通过求同、存异对图书情报学一体化进行了探讨:求
同体现在图书馆学可以更多关注从宏观思想到微观

技术的实现以优化运用,情报学可以更多关注从微

观技术到宏观思想的提升以指引决策;存异体现在

阮冈纳赞图书馆学五定律仅针对图书馆学,布鲁克

斯情报学原理仅针对情报学.两者在具有共同的文

献计量规律基础上,通过形式分析与内容分析的有

机结合实现统一.图书情报学一体化的未来在于,
图书馆学当更多关注书—人—用的展开,情报学可

更多关注数据—信息—知识的拓展,把图书馆学的

理想驱动与情报学的技术驱动融会贯通,从而构成

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相辅相成的知识体系以及共同开

拓的研究前沿[７].

３．２　中 外 图 书 情 报 学 教 育 机 构 研 究 热 点 的 比 较

分析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司莉教授团队以２０１４
~２０１７年iSchools联盟院校的研究者发表在 Web
ofScience上的成果和国内顶级图书情报与档案管

理教育机构的研究者发表在 CSSCI上的成果分别

作为国外、国内研究数据样本,基于相关统计工具及

可视化软件,从词频统计、共现分析、主题聚类及关

联规则等方面进行主题挖掘,总结出中外图书情报

学教育机构研究热点.其中国外的研究热点主要

有:(１)信息交流和信息行为;(２)机构组织(企业)信
息管理;(３)特殊(弱势)群体的信息服务;(４)信息组

织与信息检索;(５)数据可视化;(６)健康信息学相关

研究.国内的研究热点主要有:(１)大数据环境下的

图书馆学情报学相关问题研究;(２)基于可视化技术

的文献计量分析;(３)知识组织与传播相关研究;(４)
数字图书馆问题研究;(５)用户信息交流与行为;(６)
信息服务和知识服务;(７)学术评价;(８)图书馆创新

服务.
总体来看,“信息、技术和人”三者及其之间关系

为研究核心的共同点没有变,国内外都比较关注“社
交媒体和社会网络”“信息组织与检索”“可视化”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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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主题.不同之处体现在:国内突出对“图书馆”
相关问题的研究,热衷于文献计量学或信息计量学

相关理论与方法的应用.国外突出对“健康信息学”
“弱势群体”的研究关注,研究方法呈现多元化趋势,
既重视传统技术在图书情报领域的应用,也注意吸

收数学、统计学、以及交叉学科中特有方法的利用.

３．３　学术评价视域下的作者合著及名誉分配

近几十年来,各学科领域普遍存在作者合作规

模和数量的增长,这既有学科本身发展的推动,又有

评价政策的影响,中国社科院图书馆蒋颖副馆长从

学术评价的角度分析了作者合著与名誉分配问题.
自然科学领域有很多研究证明,合著可以促进高水

平成果的产出,合著论文的平均被引频次也比较高,
他们普遍认为合著可以促进高水平成果产出.但人

文社科领域的研究表明每个学科的情况是不同的,
关于论文的合作规模与被引量之间的关系,不同的

研究得到不同结论,个别学科甚至有负面作用.随

着合著增多,问题与争议也越来越多,特别是师生合

作中的纠纷突出,尤其在我国,焦点在于第一作者之

争.蒋颖对此提出了四大解决之道:(１)加强学术规

范管理,制定明确、具体、可操作性强的学术规范,强
调和明确作者的责任,从道德规范上升到纪律约束;
(２)加强宣传和学术道德教育;(３)修正不合理的统

计评价指标,完善学术评价政策;(４)发布作者贡献

声明.该声明有利于根据具体情况合理分配作者名

誉,为学术评价打好基础;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不当署

名,保障合作者的权益;使内部道德要求变为外力约

束,更加阳光、开放,便于监督和管理,有助于建立科

研过程可追溯制度,最终实现自律与监督并重的管

理目标.最后,蒋颖建议«大学图书馆学报»也采用

作者贡献声明方式公开每位作者的工作与贡献.

３．４　从历史看未来与历史研究领域的未来

未来是尚未发生的事,预测未来并非易事,“我
们谁都不是从未来穿越回来的,因此任何对未来的

具体描述都充满风险”[８].彭斐章先生也认为对未

来图书馆学的研究和探索“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

事”,“具有较大难度”[９].傅荣贤将与会专家对图书

馆未来、图书馆学教育未来的诸多探讨类比为对明

天天气的预报,“只要明天没来,不管你预报多准确,
我都可以不信你”.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对昨天和前

天的天气情况对明天作相对准确的预报,这就是历

史“以史为鉴”的作用.他通过列举两个例子:简帛

和纸张并行４００年的时间后才被取代而退出历史舞

台;印刷术自唐初问世又经过２００~３００年,五代时

期经冯道的推广才逐渐流行,认为今天的纸质文献

和图书馆同上述事例一样,正处于徘徊和挣扎的阶

段.傅荣贤又以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为例,认为

通过唯物史观对历史事件的描述,加上与逻辑的统

一,可以很好地论证明天,这也是历史研究对未来的

意义.据此,他认为纸质文献必将被取代,明天的图

书馆会消亡.傅荣贤认为古代文化分为器物文化、
制度文化和思想文化三个层面,其中思想文化可以

为今天提供思路,这是历史启迪当下和未来的价值

体现.为此,他基于对章学诚校雠学的本质———“明
道”指向和“会通”路径的探讨,阐发了章学诚图书馆

学思想的当代启示.章学诚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应付

编目、采访等文献资源建设的表层,而是胸怀“反思

天下学术,为之商榷利病”的目标,进行“明道”,在将

文献捋顺的同时,把背后的文化捋顺,把背后的社会

捋顺,这是章学诚最可贵的地方.尽管章学诚的“明
道”是带有封建统治意识的,但他的“道”已经超越了

今天图书馆的机械工作的高度.傅荣贤认为,透过

章学诚“明道”的目的论指向和“汇通”的方法论路

径,校雠学不仅是文献整理的工具系统,也是文化秩

序的构建系统,由此确立了校雠学之于学术文化的

反向能动作用.这意味着图书馆的目录工作不仅可

以被动地整理文献,还可以主动地表达文化主张.
所以,历史上的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致力于提升

文化境界,将大文化语境与藏书理论和实践融为一

体,以重视思想深度和文化关怀而高标独秀[１０],这
是未来中国图书馆学发展值得汲取的有益养分.

江南大学顾烨青副研究馆员也不约而同地谈到

了历史研究对未来的意义,“知古以察今,鉴往以知

来”.他还以自身经历为例,介绍了个人通过图书馆

史学研究在数据库采访评估、开展用户信息素养教

育、提升学科馆员学科服务水平、校庆馆史布展和纪

念册编纂等方面所起到的促进作用.顾烨青分析了

近年来我国图书馆史学研究迅速升温的态势,在肯

定成绩的同时,也冷静指出了不足:琐碎化趋向严

重,纯考据性研究成果居多,而有思想的整体性分析

欠缺,研究视角和写作范式老套单一,研究维度不够

立体.随后,他从史观与史识、史料、研究的内容领

域、研究成果的传播普及和评价、研究的阵地建设和

队伍建设等五个方面,重点阐述了其对图书馆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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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领域未来走向的看法,并从基础原理、类型、时
间、空间几个维度提出了未来我国图书馆史学研究

值得深化和拓展的十大研究方向.同时,他也理性

提出,要警惕“历史学帝国主义”在图书馆学研究中

的泛滥,不能“全民搞史”,“如果每个馆员都特别致

力于历史研究,我们就不能运行管理我们的图书

馆”[１１].图书馆史学研究要求研究者不仅需要广博

的知识,更要耐得寂寞,能持之以恒.顾烨青最后引

述了我国图书馆史家谢灼华教授在第二届图书馆史

学术研讨会发言中的一句话,“守住阵地,一代一代

地做下去;团结协作,一点一点地做出来”[１２],引发

了与会者的共鸣.

４　图书馆学期刊提升国际影响力的建议

本次会议的特邀嘉宾爱思唯尔的产品经理陈秋

霞女士向与会专家介绍了中国学术期刊“走出去”专
家委员会的情况并对中国图书馆学期刊提升国际影

响力提出了相关建议.陈秋霞指出,期刊的国际化

包括内容、人(编辑与编委)、平台和渠道三大要素的

国际化.在２０１８年的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期间,中
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发起并组织成立了中国

学术期刊“走出去”专家委员会暨Scopus中国学术

委员会,杨卫院士担任专家委员会主席.该委员会

旨在推荐高质量的中国期刊被Scopus索引,增加中

国期刊的国际显示度和影响力,来自中国的期刊由

中国擅长该领域的学者来进行评价.近年来,«大学

图书馆学报»也认识到进入本学科国际知名文摘索

引型数据库是提高在国际图书馆学情报学界“可见

度”的重要途径之一[１３],并已与 EBSCO 签约,正在

向其旗下的«图书馆、情报学与技术文摘»全文库

(Library,InformationScience&TechnologyAbＧ
stractsTM withFullText)传送数据.但Scopus作

为现行全球最大的同行评议文献摘要和索引数据

库,已经成为科研人员进行文献调研的一个门户窗

口,收录的期刊文献情况也已经对机构在国际上的

学科排名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其国际影响力和传播

力比单学科的文摘索引数据库更大.陈秋霞详细介

绍了Scopus数据库收录期刊的５大类１４条定性和

定量遴选标准以及收录流程,这些对«大学图书馆学

报»争取被Scopus收录很有参考价值.她还特别分

析了Scopus所收录的全球图书情报类文献(２０１３~
２０１７年),发现在２０１５年剔除了一份质量已经不符

合收录标准的我国期刊前,中国的发文量仅次于美

国,并较大领先于第三名英国,但篇均被引量仅高于

印度;２０１５年后,中国的篇均被引迅速攀升至与英

国相当.由此可见,在规模相对不大的图书情报学

领域,一份较差质量的期刊会急剧影响其所在整个

国家在该学科的全球影响力.基于此,她也希望把

国内质量优秀的期刊推荐到Scopus中.陈秋霞认

为本次编委会的诸多报告精彩纷呈,这些内容也是

国际学者所需要的,如果刊载这些内容的«大学图书

馆学报»可以被国际文摘索引数据库所收录,则可以

进一步提升期刊的国际影响力.

５　«大学图书馆学报»情况简报与本届编委会总结

王波副主编首先介绍了２０１３年以来期刊的来

稿用稿情况,肯定了编委的特殊贡献,其中２０１８年

的来稿录用率为３．９％,较２０１７年低了一个百分点.

２０１８年编委共发表论文１３篇,较２０１７年增加了３
篇,其中合著居多.在几项外部评价中,«大学图书

馆学报»的表现出现波动,为此编辑部要有忧患意

识,努力改进工作方式,主动挖掘更多更好的优秀稿

源,不断提升期刊质量.
本次编委会会议是«大学图书馆学报»第五届编

委会的最后一次会议,随后编委会即将换届.本届

编委会较以往几届最大的不同是届内每年都定期召

开一次编委会,专家们面向未来发展趋势围绕大家

关注的热点主题,各自汇报研究进展并展开热烈讨

论,会后发言报告形成论文投稿发表,充分发挥了编

委的实质性作用.这一举措不仅有利于期刊的发

展,也有利于编委们自身的发展和图书馆学理论与

高校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朱强主编在即将卸任之

际,深情感谢了多年来对«大学图书馆学报»给予支

持和帮助的编委.最后,朱强衷心祝愿«大学图书馆

学报»今后能继续不断取得好的成绩,刊发更多更好

的学术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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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照片简介:三明学院图书馆
三明学院图书馆于２００４年５月随着学校升本建院更名,其前身是从三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三明职业大学、三明师范学

校等三校图书馆合并组建的三明高等专科学校图书馆发展而来.馆藏文献源流可追溯到福州致用书院(１８７１年)－福州东文

学堂(１８９８年)－全闽师范学堂(１９０３年)藏书.
逸夫图书馆大楼于２００９年５月竣工使用,建筑面积２２０７８平方米,阅览座位３１４０个.设有流通阅览厅、多媒体视听沙龙

空间、展览空间、创意空间、学术报告厅、自主学习空间、密集书库、研讨间、“闽师之源”文献室、校展览馆等全开放、多功能、绿
色温馨空间.流通阅览厅每周开放时间１１０３小时,自主学习空间每周开放时间１２２５小时.

馆藏纸质图书１５３．１２万册,生均图书１０６．９８册;电子图书１６１．０８万册,中外文数据库４５种,自建“闽台客家文献数据库”
等特色数据库、三明学院知识资源服务平台,加入福建省高校数字图书馆(FULINK)平台,在福建农林大学、福州大学科技查

新工作站相继设立工作点.
被中国图书馆学会授予 “全民阅读示范基地”称号,“致用文化教育基地”项目被中共福建省委教育工委确定为第三批福

建省高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基地.
目前已初步形成集纸质与数字资源、课程学习与科学研究、文化传承与休闲阅读于一体的可持续知识服务体系,正积极应

对新时代知识生态,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办馆理念,以“读人、读物、读事,致德、致用、致远”为服务追求,以“重新

定位、重造空间、重塑形象”与打造“致用文化强馆”名片为“十三五”发展目标,努力建设成有特色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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