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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高校图书馆特色馆藏建设与服务调查分析

□鄂丽君∗

　　摘要　通过文献调查与网站调查相结合的方法,调查了英国高校图书馆特色馆藏建设与服

务的现状.从特色馆藏资源概况、特色馆藏资源来源、特色馆藏资源发展政策、特色馆藏建设项

目、争取外界支持等方面分析了特色馆藏建设的现状;英国高校图书馆基于特色馆藏开展了嵌入

课程、嵌入科研等嵌入式服务,通过举办特色馆藏展览、设立特色馆藏研究基金、开展特色馆藏相

关活动、多渠道发布动态信息等多种方式开展了特色馆藏推广服务.继而归纳出对我国高校图

书馆特色馆藏建设与服务的启示:重视特色馆藏的积累、重视制定特色馆藏相关政策、重视特色

馆藏服务创新、重视特色馆藏资源的推广、重视提高特色馆藏馆员的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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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校图书馆的文献资源建设是开展服务工作的

基础,特色馆藏是高校图书馆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高校图书馆的特色馆藏是高校图书馆为满足学校的

教学科研需要而专门收藏的文献,通常是某一专题

领域的文献、某一时代的文献、某一地域的文献、有
关某个杰出人物的文献、易损坏的文献、独一无二的

或珍贵的文献等[１].自上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我国高

校图书馆逐渐重视特色馆藏,诸多高校图书馆开展

了特色馆藏的建设工作,并开展了相应的服务,已经

取得了一定成效.笔者以中国知网的期刊全文数据

库、博士论文数据库、优秀硕士论文数据库、国内会

议论文数据库等数据库为检索源,进行特色馆藏建

设实践相关文献的检索,选择题名为检索字段,采用

的检索式为“(高校图书馆＋大学图书馆＋高等院

校)∗(特色馆藏＋特藏＋特色数据库＋特色资源)

∗(调查＋为例＋现状)”,共获得相关文献２３５篇,
这些文献在揭示我国高校图书馆特色资源建设实践

的同时,也剖析了我国高校图书馆在特色馆藏建设

及服务方面存在的现实问题.文献指出的比较集中

的问题主要涉及:地方性特色馆藏资源较少,图书馆

网站对特色馆藏揭示不明显,印刷型特色馆藏推介

力度不够[２];校外访问特色数据库受限,特色数据库

更新不及时[３]６４,建设缺乏标准化和规范化,缺乏深

层次开发,对使用情况关注不够[４];资源共享度不

高[５];重建设轻服务,缺乏持续性[６].面对现在存在

的一些不足,高校图书馆人应深入剖析问题的根源,
努力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也不妨借鉴国外高校图

书馆特色馆藏建设与服务方面的经验,取长补短,让
特色馆藏资源更好地发挥作用.笔者通过查阅文献

及访问英国高校图书馆网站,发现英国高校图书馆

的特色馆藏资源丰富,基于特色馆藏开展的服务颇

具特色.因此,本文以英国高校图书馆为研究对象,
对其特色馆藏建设与服务进行分析研究,以期为我

国高校图书馆的特色馆藏建设与服务工作提供有益

的参考.

１　调查基本情况说明

本文采用文献调查与网站调查相结合的方法进

行调研.在文献调查方面,笔者检索了 WebofsciＧ
ence、Ebsco、SpringerLink、Emerald等数据库,并利

用百度学术搜索进行检索,以期获得英国高校图书

馆特色馆藏建设与服务方面的文献.在网站调查方

面,本文以２０１６年«泰晤士报»(TIMES)发布的英

国大学综合排名前４０位的高校图书馆为调查对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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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７],通过访问图书馆网站的方式获得特色馆藏建

设及服务的基本信息.调查时间为２０１６年２月~
４月.

２　英国高校图书馆特色馆藏建设现状分析

２．１　特色馆藏资源概况

英国高校图书馆的特色馆藏资源丰富.总体来

讲,英国高校图书馆特色馆藏的构成可以从如下４
个方面进行归类:(１)从特色馆藏的种类来看,主要

包括档案、善本书、手稿、历史照片等;(２)从特色馆

藏的出版年代来看,既有年代较久远的文献,也有近

年出版的文献;(３)从特色馆藏涉及的学科来看,涉
及历史、经济、教育、法律、音乐等多个学科;(４)从特

色馆藏涉及的地域来看,既有西方文献,也有东方文

献.比如,谢菲尔德大学图书馆拥有２５０００种善本

书和超过１５０种具有特色的馆藏,包括档案、手稿、
照片、书籍、小册子和乐谱等;该馆将特色馆藏资源

划分为３２个专业,涉及历史,经济,数学,东亚研究,
文学、戏剧和语言等[８].莱斯特大学图书馆拥有的

特色馆藏包括善本书、手稿、历史照片、雕刻肖像出

版物和个人档案等,具体来讲,涉及如下主题:历史、
现代文学档案、艺术、音乐和博物馆研究、医学、科学

和数学[９].剑桥大学图书馆的特色馆藏包括手稿、
印刷型文献、人工制品,以及现代地图、音乐作品,亚
洲和近东、远东文献,其中最古老的特色馆藏是公元

前１４００年至公元前１２００年的中国甲骨文馆藏[１０].
纽卡斯尔大学图书馆的特色馆藏包括善本书,其他

重要的打印作品,包含照片、视听材料、插图和地图

等类型的档案等,特色馆藏的年代分布为从１４世纪

到现今.一些近年出版的文献,由于现存复本较少

或发行量少而导致稀缺,所以被确定为特色馆藏;一
些私人出版社发行的文献也被定为特色馆藏,这些

文献具有曾经属于某些重要人士、精美装订、内附额

外的资料等特点[１１].由此可知,英国高校图书馆的

特色馆藏不仅是多年来馆藏文献的积累,也是现代

出版的具有特殊性的文献的集合.

２．２　特色馆藏资源的来源

英国高校图书馆的特色馆藏建设采用购买文

献、接受外界捐赠、为外界存放文献等多种途径相结

合的方式.比如,圣安德鲁斯大学图书馆在过去六

个世纪,一直在收集图书、手稿和学校档案;自１９世

纪早期摄影技术诞生以来,开始收集摄影类馆藏;该

馆１９５９年设立手稿部,１９世纪７０年代中期设立独

立的特色馆藏部,此后特色馆藏资源不断丰富.目

前,该馆主要通过购买文献、接受外界捐赠、由主图

书馆根据标准将一些文献转为特色馆藏这３种途径

建设特色馆藏[１２].诺丁汉大学图书馆自上世纪８０
年代起,获赠了奥克姆图书馆(Oakhamlibrary)、埃
尔斯顿图书馆(Elstonlibrary)、柯隆亚顿图书馆

(Coleortonlibrary)等 ３个教区图书馆的宗教类文

献,这３个图书馆分别建于１６世纪和１７世纪,为研

究者使用这些文献提供了便利[１３].为外界存放文

献,是指英国高校图书馆为外界机构存放文献,但不

具有文献的所有权,只是将这些文献作为特色馆藏

的一部分供读者使用,利兹大学图书馆、萨里大学图

书馆等都采用了这种特色馆藏建设方式.利兹大学

图书馆现存３种外界机构的文献:北部女权主义档

案(FeministArchiveNorth)、里庞大教堂文献(RiＧ
ponCathedralCollections)、教友会教徒档案(QuakＧ
erArchives)[１４].

２．３　特色馆藏资源发展政策

英国高校图书馆的特色馆藏建设是在特色馆藏

资源发展政策的指导下进行的,纽卡斯尔大学图书

馆、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图书馆等都制定了特色馆藏

资源发展政策.纽卡斯尔大学图书馆的特色馆藏发

展政策包括目的和范围、印刷型图书馆藏、档案馆

藏、阅览室参考馆藏、文献获取、保留和处置、访问、
协作工作等８个方面的内容.其中,“目的和范围”
部分对特色馆藏的使命、特色馆藏的定义、特色馆藏

工作人员的作用和职责等作出了说明;“印刷型图书

馆藏”、“档案馆藏”这两部分分别对这两类馆藏的收

藏标准作出了规定;“阅览室参考馆藏”部分说明新

近购买的文献存放在阅览室开放阅览;“文献获取”
部分说明了购买、获得捐赠、寄存等三种文献获取方

式的相关内容;“保留和处置”部分对特色馆藏的保

留和处置作了说明;“访问”部分对特色馆藏的使用

作了说明;“协作工作”部分对合作建设特色馆藏、特
色馆藏外借展览等作了说明.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图

书馆的特色馆藏发展政策包括什么是特色馆藏、特
色馆藏发展政策、文献采访方法、复制政策等４个方

面的内容;其中,“什么是特色馆藏”部分说明了定为

特色馆藏的８个标准,至少符合其中一个标准的文

献可作为特色馆藏,比如,在１９００年及之前出版的

文献、具有重要来源的文献、由于物理格式需要特殊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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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条件或处理的文献、相当罕见的文献、对国王学

院有重要意义的文献等都可以被该馆定为特色馆

藏;“特色馆藏发展政策”部分说明了该馆目前正在

收藏的特色馆藏涉及的学科,包括:神学、语言和文

学、历史、其他人文科学、科学等５个学科,每个学科

下还列出了具体的专业范围,比如神学文献包括圣

经、基督教教义神学、基督教的历史、犹太教等;“文
献采访方法”部分述及了受赠、接受遗产、交换、购
买、长期借用等文献采访方式,说明了欢迎读者荐购

文献,以及建议特色馆藏工作人员从本校的其他图

书馆获取一些与教学相关性不大但是具有重要历史

意义的文献;“复制政策”部分说明了在特殊情况下,
将文献的复制版本收藏为特色馆藏的情况[１５].

２．４　特色馆藏建设项目

英国高校图书馆通过特色馆藏建设项目来促进

特色馆藏资源建设工作,涉及特殊文献建设项目、特
色馆藏数字化项目、特色馆藏建设调查项目等.曼

彻斯特大学图书馆的特色馆藏部已经收藏了超过

２５０年的文学通信档案,其中最重要的现代档案是

卡克耐特出版公司(CarcanetPress)的文学档案,现
在该出版社的通信主要是采用数字化形式,因此,曼
彻斯特大学图书馆于２０１２~２０１４年开展了卡克耐

特出版公司电子邮件保存项目(TheLibrarysCarＧ
canetPressE－mailPreservationProject),通过该

项目成功修复并保存了卡克耐特出版公司的２１．５
万封电子邮件及６．５万个附件[１６].杜伦大学图书

馆的特色馆藏网站列出了９个项目,比如:苏丹档案

数字化项目(SudanArchiveDigitisationproject)、
达勒姆大教堂修道院图书馆数字化项目(Durham
CathedralPrioryLibraryDigitisationproject)、苏丹

伍德遗产项目(SudanWoodBequestproject)等;
其中,苏丹档案数字化项目是将杜伦大学的印刷型

苏丹档案数字化,供世界各地的学者通过互联网免

费使用[１７].诺丁汉大学图书馆的特色馆藏网站列

出了１９９４年以来开展的２３个特色馆藏建设项目,
有的项目是与其他机构合作进行,也有的项目是该

馆接受了资金资助后自行开展.开展这些特色馆藏

建设项目,旨在通过编目或数字化来扩展文献的访

问.每个项目持续的时间从几个月到几年不等,取
决于项目自身的复杂性.比如,诺丁汉大学图书馆

于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年将所有的伍德沃德馆藏(WoodＧ
wardCollection)添加到了图书馆在线目录,伍德沃

德馆藏是伍德沃德收藏的关于培根－莎士比亚争议

的印刷图书文献,这些文献的一部分由伍德沃德的

儿子于１９４５年捐赠给图书馆,另一部分由培根协会

(BaconSociety)于１９７８年捐赠给图书馆;该项目得

到弗朗西斯培根基金会(FrancisBaconFoundaＧ
tion)的资助[１８].对于英国高等教育机构范围内的

特色馆藏的数字化问题,斯特拉思克莱德大学图书

馆和曼彻斯特城市大学图书馆联合开展了面向中间

人(图书馆员、策展人、馆藏管理者)和最终用户的调

查项目———“特藏的数字化:筹划、评估、优先级”
(Digitisationofspecialcollections:mapping,asＧ
sessment,prioritisation,简 称 TheDiSCmapproＧ
ject),根据调查确定优先数字化的特色馆藏;采用网

络问卷调查的形式,对于特定领域及学科的最终用

户,还采用了小组访谈及电话访谈的方式进行调查;
通过调查,被调查者提供了共计９４５项优先数字化

的特色馆藏;调查结果也反映了中间人与最终用户

在确定优先数字化特色馆藏方面的差异性;该调查

将有助于扩展馆藏、改进对用户的支持、开展新服

务、开展更详细的用户研究,并有助于特色馆藏数据

发现助手的发展[１９].

２．５　争取外界支持

英国高校图书馆在特色馆藏建设中注重争取外

界支持.主要包括:争取外界捐赠文献、争取资金支

持、争取人力支持、与外界合作整合馆藏.(１)争取

外界捐赠文献.如前所述,获取捐赠是英国高校图

书馆特色馆藏的主要来源.目前,英国高校图书馆

一如既往地重视争取外界捐赠文献.利兹大学图书

馆、圣安德鲁斯大学图书馆都公示了获取捐赠特色

文献的意愿.(２)争取资金支持.英国高校图书馆

通过多种渠道争取资金支持,包括:特色馆藏建设项

目资助、日常发展中争取资助、销售出版物获取资金

等.比如,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图书馆有２个特色馆

藏项目得到外界资助,杜伦大学图书馆有４个特色

馆藏项目得到外界资助.伦敦大学学院图书馆注重

在特色馆藏的日常发展中争取资助,该馆在特色馆

藏网站设立了“支持我们”的栏目,通过此栏目接受

资金捐赠,用于特色馆藏的发展,捐赠者可以通过信

用卡捐赠,或通过直接借记的方式捐赠,两种方式都

需要填写相应的信息,比如捐赠金额、账号、个人姓

名、地址、联系方式等[２０].圣安德鲁斯大学图书馆

出版了两种与特色馆藏相关的出版物,分别是«图书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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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藏的６００年»(６００yearsofbookcollecting)、«圣
安德鲁斯大学图书馆的珍宝»(TreasuresofStAnＧ
drewsuniversitylibrary),并将用户购买出版物作

为其支持图书馆的一种方式.(３)争取人力支持.
英国高校图书馆通过成立“图书馆之友”、招募志愿

者等方式争取人力支持.杜伦大学图书馆的特色文

献图书馆于２０１２年成立了“图书馆之友”(Friends
ofPalaceGreenLibrary),“图书馆之友”的愿景是

寻求对特色文献图书馆的研究、奖学金和推广活动

的支持,具体包括:促进图书馆的声誉和激发人们对

图书馆建筑、馆藏及展览的兴趣,支持图书馆善本

书、手稿及其他有价值的文献的采访工作,作为接受

赠送的图书、手稿等文献的渠道,支持和保护图书馆

的独特善本书和文档馆藏,通过组织学术活动促进

图书馆的学习和研究任务.招募志愿者不仅能够使

志愿者近距离了解特色馆藏工作,也会起到宣传特

色馆藏的作用.萨里大学图书馆的特色馆藏部门为

志愿者提供了如下工作:帮助描述档案目录,抄录和

索引,整理记录及对记录进行编号,负责摄影、视听

和戏装馆藏的相关工作,协助推广或特殊事件[２１].
(４)与外界合作整合馆藏.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赫尔大

学图书馆档案与特色馆藏部出现了因读者到访图书

馆引起的空间和管理问题,２０１０年,赫尔大学图书

馆档 案 与 特 色 馆 藏 部 (Universityof HullsArＧ
chivesandSpecialCollections)、赫尔城市档案部

(HullCityArchives)、赫尔当地研究图书馆(Hull
LocalStudiesLibrary)等３家机构进行了合并,通
过资源整合,组建了赫尔历史文献中心(HullHistoＧ
ryCentre),该中心的建设得到了遗产彩票基金

(HeritageLotteryFund)、赫尔市委员会(HullCity
Council)和赫尔大学的资助,该中心的建立将促使

人们更加关注档案和当地历史[２２].

３　英国高校图书馆的特色馆藏服务分析

３．１　嵌入式服务

英国高校图书馆依托特色馆藏开展了嵌入课

程、嵌入科研等嵌入式服务.

３．１．１　嵌入课程

英国高校图书馆依托特色馆藏开展了嵌入课程

的服务,一方面是将特色馆藏资源嵌入课程,即课程

的主讲教师在课程中使用特色馆藏资源,另一方面

是特色馆藏部馆员嵌入课程,即馆员依托特色馆藏

辅助教学.比如,圣安德鲁斯大学图书馆特色馆藏

部馆员在历史和英语学院的教师开设的课程中,为
课程提供了特色馆藏资源,也依托特色馆藏辅助了

教学过程,主要是现代语言、神学、艺术史等类课程.
此外,该馆努力将特色馆藏资源与国家课程相匹配,
已经为当地小学提供了学习苏格兰独立战争、玛丽

女王时代的手稿、苏格兰女王、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

在圣安德鲁斯的生活等方面文献的机会.伦敦大学

学院图书馆致力于将特色馆藏资源嵌入尽可能多的

伦敦大学学院的课程中,该馆已经将特色馆藏资源

嵌入到该校开设的几个课程中,比如:面向莎士比亚

历史专业硕士的与莎士比亚和他同时代的人相关的

材料,面向法语专业本科生最后一年及英语专业博

士生的中世纪的手稿,面向英语专业本科生的早期

字典,面向历史文献学专业的各种早期出版的图书.
莱斯特大学图书馆已经将特色馆藏资源嵌入到８门

该校开设的课程中,比如,面向历史学专业一年级学

生的“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现代欧洲早期文

献”的相关课程,该课程采用的形式为:先由图书馆

员为学生讲解与课程相关的特色馆藏资源,学生在

看１０分钟重点馆藏资源表格后,由授课教师、图书

馆员与学生轮流提问及回答问题,以帮助学生理解

所看到的文献.

３．１．２　嵌入科研

英国高校图书馆开展的嵌入科研的服务包括研

究咨询、合作开展研究、为学生提供研究选题的建议

等形式.比如,圣安德鲁斯大学图书馆开展了研究

咨询服务,用户可以通过邮寄、电子邮件或在线提交

等方式进行研究咨询.萨里大学图书馆采用了两种

嵌入科研的服务方式,一是提供一对一的建议,用户

通过与图书馆员交流研究兴趣,图书馆员为用户提

供在网络上没有突出显示的文献,或者提供图书馆

员知道的可能对用户有帮助的其他地方的文献;二
是合作开展研究,图书馆非常希望与用户合作申请

研究经费,图书馆的参与及馆藏资源能够帮助用户

申请研究经费,该馆已经与其他高校图书馆合作开

展了３个项目的研究.莱斯特大学图书馆正针对相

关学科领域开发一系列指南和论文主题思想,并制

作了关于历史论文特色馆藏的网站,提供了３个时

期的历史馆藏的概述,为本科生和博士生提供研究

领域和论文选题的建议;比如,基于现代的历史文献

(１８００~２０００年)提供了４个研究选题:铁路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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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莱斯特大学的历史、莱斯特 BBC广播公司的成

立、战后莱斯特的社会和经济变化.

３．２　特色馆藏推广

英国高校图书馆通过举办特色馆藏展览、设立特

色馆藏研究基金、开展特色馆藏相关活动、多渠道发布

动态信息等多种方式开展了特色馆藏推广服务.

３．２．１　特色馆藏展览

英国高校图书馆不仅在馆内开展特色馆藏的展

览活动,也有高校图书馆将特色馆藏借给馆外机构

进行展览,通过特色馆藏展览,为读者提供深入了解

某种重要的特色馆藏的途径.绝大多数英国高校图

书馆都开展了馆内展览,比如诺丁汉大学图书馆、利
兹大学图书馆等.诺丁汉大学图书馆在图书馆固定

场所开展特色馆藏展览活动,每年至少开展三次展

览活动,并在特色馆藏网站建立了在线展览栏目,将
在场馆展览过的文献呈现在特色馆藏网站,主要是

文献的介绍以及文献的照片.在特色馆藏外借展览

方面,剑桥大学图书馆、纽卡斯尔大学图书馆等都允

许特色馆藏外借展览,并制定了相应的规定.剑桥

大学图书馆欢迎其他机构借出特色馆藏用于展览,
预借文献的机构需要在计划展览日期前至少６个月

提交借出文献的请求.剑桥大学图书馆在评估借出

文献请求时,将会考虑文献的状况、在外借展览期间

是否有使用计划、文献的重要性、提交请求的机构的

设施等.剑桥大学图书馆外借展览的一般条件包

括:不会将文献借给巡回展览;最多可以借用６个

月;借用文献机构的负责人需要签订借用协议;未经

剑桥大学图书馆同意,参观者不得对展览文献进行

拍照;借用文献机构需要在展览标签或展览目录上

承认文献的来源;借用机构需要向剑桥大学图书馆

提交两份免费的展览目录;借用文献机构需要负责

全部的费用等.纽卡斯尔大学图书馆的外借展览规

定,除了在不得转借文献、提前提交请求、承认文献

来源、签订协议、借用单位承担相应费用等方面与剑

桥大学图书馆类似外,还有如下方面的规定:借用文

献机构需要妥善保管文献,不得在借用文献上加标

记以及将原有标记去除,需要将文献在安全、适宜的

环境中展览,不得在展览文献上使用粘结剂,借用文

献机构需要在收到文献的４８小时内向纽卡斯尔大

学图书馆提交文献安全报告,文献在运输过程以及

展览过程中的任何损坏都应在４８小时内告知纽卡

斯尔大学图书馆,借用文献机构需要在文献离开纽

卡斯尔大学图书馆至返回该馆期间为文献办理保

险等.

３．２．２　设立特色馆藏研究基金

英国高校图书馆通过设立特色馆藏研究基金,向
研究人员推广特色馆藏.圣安德鲁斯大学图书馆、曼
彻斯特大学图书馆都设立了特色馆藏研究基金.圣

安德鲁斯大学图书馆自２０１４年开始设立访问学者研

究基金(VisitingScholarship),目前已经连续３年设立

此项基金.此项研究基金专门为校外申请者基于特

色馆藏开展研究而设立,研究基金面向所有感兴趣的

研究者,不局限于大学的研究者,也不限制研究者的

级别.获得研究基金者将会获得最多１５００英镑的旅

途和住宿费用,会被邀请参加图书馆特色馆藏部的研

讨会,允许使用特色馆藏阅览室,并需在该馆开展２
周至８周的研究工作.曼彻斯特大学图书馆于２０１３
年与该校人文学科教师合作成立了约翰∙瑞兰德研

究所(TheJohnRylandsResearchInstitute),旨在开展

特色馆藏方面的新研究.目前,约翰∙瑞兰德研究所

设立了利弗休姆早期职业奖学金(LeverhulmeEarly
CareerFellowships)、纽贝里图书馆交流奖学金(NewＧ
berryLibraryExchangeFellowship)等研究基金.比

如,“纽贝里图书馆交流奖学金”是纽贝里图书馆—约

翰∙瑞兰德研究所交流奖学金,该奖学金提供２个月

的研究支持,一个月在约翰∙瑞兰德图书馆开展研

究,另一个月在纽贝里图书馆开展研究;申请者提交

的研究项目需要和上述两个图书馆的馆藏相关;允许

博士生及博士后学者申请此奖学金;获批者将获得

２５００英镑在纽贝里图书馆的研究资金、１５００英镑在

约翰∙瑞兰德图书馆的研究资金,以及１０００英镑的

旅途费用[２３].

３．２．３　开展特色馆藏相关活动

英国高校图书馆通过开展与特色馆藏相关的活

动,吸引读者深入了解特色馆藏.利兹大学图书馆、
曼彻斯特大学图书馆、杜伦大学图书馆等都开展了

与特色馆藏相关的系列活动,主要是艺术创作活动、
会谈、研讨会、读书会等活动.利兹大学图书馆于

２０１６年３月９日发布了即将开展的活动的信息.
该馆特色馆藏部将在４月和７月开展两类艺术创作

活动,分别是在纸上描绘大理石花纹活动、亚麻油毡

浮雕印刷活动,通过此类活动激发参与者从历史馆

藏中获得灵感,从而创造自己的新作品;该馆一直持

续开展午餐时间会谈活动,会谈活动涉及广泛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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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由专门的主持人就某一主题开展会谈活动,午餐

会谈时间为下午１点至２点,比如,３月１８日亚历克

斯博士主持谈论“参观威尼斯,从朝圣者到寻欢作乐

的人”这个话题;３月１９日由研究者分享其使用特

色馆藏部的历史、医学书籍和档案的经验.曼彻斯

特大学图书馆于２０１６年２月２９日发布了由约翰∙
瑞兰德研究所组织开展的与特色馆藏相关的活动,
活动面向学术研究者和广泛的公众,主要包括:研究

论坛(午餐会谈)、中世纪和现代早期学习研讨会的

系列活动(与曼彻斯特大学瑞兰德图书馆合作,瑞兰

德图书馆即为曼彻斯特大学的特色馆藏图书馆)、现
代世界早期的印刷品和研讨会的系列活动(与曼彻

斯特大学瑞兰德图书馆合作)等.其中,研究论坛旨

在发现瑞兰德图书馆的特殊馆藏如何塑造研究工

作,讨论时间为中午１２点至下午１点,会谈的主持

人既有曼彻斯特大学瑞兰德图书馆的馆员,也有来

自南安普敦大学的“犹太人的历史和文化类”文献的

读者.杜伦大学图书馆将于２０１６年４月２６日下午

５点~６点开展读书会活动,读书会讨论的图书为该

馆正在展览的特色图书.

３．２．４　多渠道发布动态信息

英国高校图书馆通过多渠道发布动态信息,发
布的信息涉及新增加的特色馆藏、有独特价值的馆

藏、特色馆藏部门的工作进展、特色馆藏部门拟开展

的活动预报等方面,让读者了解特色馆藏与服务的

最新进展,主要通过图书馆的特色馆藏网站、博客、

twitter等渠道.雷丁大学图书馆的特色馆藏网站

首页设立了“事件、展示与特色文献”栏目,发布了

２０１６年在做什么、独特的文献、当前及以往的展览

等信息[２４].利兹大学图书馆、曼彻斯特大学图书

馆、剑桥大学图书馆等都建立了特色馆藏博客,并在

图书馆特色馆藏网站提供了博客链接.利兹大学图

书馆特色馆藏博客发布了新近增加的特色馆藏、某
类特色馆藏的数字化信息、即将开展的与特色馆藏

相关的活动信息等[２５].萨里大学图书馆、伦敦大学

国王学院图书馆等都在图书馆特色馆藏网站建立了

特色馆藏推特(twitter)网址的链接,萨里大学图书

馆在图书馆特色馆藏网站说明:如果要了解特色馆

藏研究室相关的最新信息,请关注图书馆twitter;
并在公布特色馆藏联系方式时,同时公布了联系电

话、电子邮箱、图书馆twitter网址及传真,由此可

知,萨里大学图书馆的twitter账号是其发布特色馆

藏信息的重要渠道.

４　启示

４．１　重视特色馆藏文献的积累

英国高校图书馆开始收集特色文献的年代较

早,目前已经拥有丰富的特色馆藏资源;近年来,通
过接受赠书、购买、为外界存放文献等多种方式,不
断增加特色馆藏.借鉴于此,建议我国高校图书馆

重视特色馆藏文献的积累.首先,未建设特色馆藏

的高校图书馆,不妨从现在开始,对现有的馆藏进行

梳理,甄选出具有特色的文献,比如,出版年代较早

且馆内只有一本的图书,一旦丢失将很难购买,应该

单独保管;学生利用率较高的理工科专业图书,以中

国科技发展历程为主题的图书,记载中国重大发展

的历史性图书等,这样的图书对专业学习、了解中国

的发展非常有帮助,值得特殊保管.其次,高校图书

馆应注重某一主题系列文献的积累.某一主题的系

列文献,往往对学习、科研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已经

拥有一部分特色馆藏的高校图书馆,可以将特色馆

藏分类整理,并注重在日后的特色馆藏建设中持续

增加现有主题类别的文献.比如,某高校图书馆已

经收藏了一些材料学科的专业书籍,应注意持续补

充该类专业文献.再次,高校图书馆应重视多渠道

积累特色文献,尤其是应重视争取赠书以及合作建

设特色馆藏.高校图书馆应在图书馆网站、特色馆

藏阅览室公告处分别发布欢迎各界人士、机构赠送

某类文献的说明,让人们了解图书馆可以接收某些

文献.在合作建设特色馆藏方面,高校图书馆可以

尝试为某机构或组织存放具有重要价值的文献,高
校图书馆和文献的所有权人共同商议文献面向的用

户群体;通过高校图书馆的代为收藏,提高文献的影

响力及利用率.

４．２　重视制定关于特色馆藏的相关政策

英国高校图书馆制定了特色馆藏发展政策、特
色馆藏保护政策、数字化保存政策、文献复制政策、
阅览室使用规定等多项与特色馆藏有关的政策,这
对保证特色馆藏相关工作的正常开展起到了积极作

用.借鉴于此,建议我国高校图书馆重视制定与特

色馆藏相关的政策.首先,应制定特色馆藏发展政

策.特色馆藏发展政策应对特色馆藏的收录范围、
特色馆藏采访原则、特色馆藏的数字化加工、特色馆

藏的建设合作等具体问题作出明确说明,使得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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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有章可循.同时,特色馆藏发展政策也应该随

着工作的开展,进行细微修改,完善原有政策.其

次,应制定特色文献及特色馆藏阅览室使用政策,规
范读者入室阅览的行为,保护好特色馆藏.比如,阅
读稀有文献,应小心翻页;不得在特色文献上勾划;
不得携带钢笔、拍照设施等进入特色馆藏阅览室等.
再次,应制定特色文献复印政策.比如,规定在版权

法允许的范围内提供复印件,并且只能由特色馆藏

工作人员帮助读者复印,而不能由读者本人借出复

印,防止读者自行随意复印;规定复印收费标准,说
明为读者提供复印件所需的时间等.

４．３　重视特色馆藏服务创新

英国高校图书馆开展了内容丰富的特色馆藏服

务工作,目前,我国高校图书馆特色馆藏服务的项目

还比较单一,面向的读者对象也多限于本校读者.
借鉴英国高校图书馆的经验,建议我国高校图书馆

重视特色馆藏服务的创新.首先,在服务对象方面

要有所突破.由于特色馆藏在年代分布、文献主题

等方面的特殊性,使得特色馆藏的潜在用户往往分

布在不同的机构,而不是仅局限于校内的一小部分

读者,因此高校图书馆应面向较广泛的读者开展服

务.其次,让特色馆藏融入课程.高校图书馆应根

据特色馆藏资源的主题,查找本校及本地其他高校、
中学等开设的与特色馆藏具有一定关系的课程,明
确课程的具体内容,寻找让特色馆藏融入课堂的突

破点,诚挚邀请授课教师基于特色馆藏讲授一部分

课程,让特色馆藏成为课程的补充资料.比如,如果

高校图书馆拥有民国时期的文献,可以与讲授近代

史的老师联系,探讨馆藏文献是否和课程有比较大

的联系;经授课教师同意,图书馆可以邀请教师带领

学生查阅此类文献,或者请教师基于此类文献在图

书馆内授课.再次,让特色馆藏助力研究.高校图

书馆应结合特色馆藏的特点,为开展相关研究的人

员提供研究素材,从而让特色馆藏助力研究.一方

面,高校图书馆可以按学科或主题建立特色馆藏指

南,主动将馆藏指南介绍给相关的研究人员;另一方

面,高校图书馆可以基于特色馆藏与相关研究人员

一起申报研究课题,共同开展研究工作.最后,开展

基于特色馆藏的专题研讨活动.比如,邀请院系研

究人员就某一类特色馆藏开展专题讲解活动,通过

研究人员的深入讲解,使读者对某类特色馆藏有深

入了解;还可以就某一主题的特色文献开展讨论会,

为读者提供就文献所包含的内容发表见解的机会,
激发读者阅读某一主题特色文献的兴趣.

４．４　重视特色馆藏资源的推广

英国高校图书馆内容丰富的特色馆藏网站、特
色馆藏的项目建设、特色馆藏的外借展览等都反映

了英国高校图书馆在特色馆藏资源推广方面下了功

夫.有鉴于此,建议我国高校图书馆重视特色馆藏

资源的推广.首先,高校图书馆可以通过设立奖项

推广特色馆藏,比如,设立研究论文奖、特色书籍收

藏奖、访问学者研究基金等.各奖项的宗旨分别为:
研究论文奖是对校内外研究人员基于特色馆藏撰写

研究论文进行奖励,特色书籍收藏奖是奖励个人收

藏一定数量具有特色的图书的本校学生,访问学者

研究基金是专门为校外研究人员设立.通过发布奖

项信息,让人们关注图书馆的特色馆藏,激发深入利

用特色馆藏的兴趣.其次,开展特色馆藏展览活动,
展览能够给读者充分了解文献的机会.高校图书馆

可以在图书馆大厅办展览,也可以在行政楼大厅办

展览,还可以根据文献所属学科,到相关院系办展

览,让更多的人通过展览了解特色馆藏;高校图书馆

还可以主动与本地的高校图书馆、公共图书馆联系,
在校外的图书馆办展览,让校外人员认识本馆特色

馆藏;在馆外办展览,要制定具体的管理办法,保证

文献的安全.再次,高校图书馆可以出版介绍特色

馆藏的小册子,或者制作特色馆藏目录,在图书馆员

参加业界或学界会议的时候,送给同行;还可以在学

校举办全国或全省范围的专业会议的时候,送给校

外专业人员,从而推广特色馆藏.最后,高校图书馆

应通过图书馆的网站、博客、微博、微信公众号等渠

道,及时发布特色馆藏建设与服务的信息,起到推广

特色馆藏的作用.比如,发布图书馆新近入藏的特

色文献的信息,预告图书馆即将开展的与特色馆藏

有关的活动,发布图书馆长期开展的特色馆藏服务

等方面的信息.

４．５　重视提高特色馆藏馆员的素质

英国高校图书馆在特色馆藏的建设及服务方面

的工作,让人深切地感受到英国高校图书馆特色馆

藏工作人员的素质很高.馆员的素质直接关系到特

色馆藏的建设与服务,因此建议我国高校图书馆重

视提高特色馆藏馆员的素质.首先,应注重提高馆

员的业务素质.高校图书馆应派特色馆藏馆员到国

内特色馆藏工作出色的北京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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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国家图书馆等图书馆进行业务学习,提高馆

员在特色馆藏资源采选、整理特色馆藏、数字化加工

特色馆藏、修复善本书等方面的能力.其次,应注重

提高馆员的外联能力.高校图书馆开展特色馆藏服

务必然要走出图书馆,需要图书馆员主动与外界联

系,推广文献,协商具体事宜,这就要求馆员具有较

强的外联能力.再次,应注重提高馆员主动服务的

意识.高校图书馆特色馆藏建设的最终目的是开展

相应服务,这就需要馆员具有主动服务的意识,通过

馆员开创性的工作,卓有成效地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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