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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显文化力　凝炼服务力:
转型期大学图书馆工作的方向与目标

□程章灿∗

　　摘要　转型期图书馆工作的核心是突显文化力、凝炼服务力.具体来说,就是要以服务为中

心,在工作中树立“三个意识”,处理好“三个并重”的关系.所谓“三个意识”,是指专业意识、学习

意识和创新意识.所谓“三个并重”,是指传统纸质资源和电子资源建设并重、珍稀文献和特色资

源典藏与开发利用并重、技术先行与服务营销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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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论“转型期”,似乎是当前国内外图书馆界的

一个时髦.在互联网和数字化发展日新月异的大环

境下,图书馆人秉承居安思危的传统思维模式,积极

思考新时期图书馆如何转型,思考应对策略,无疑是

有必要的.事实上,历史发展变动不居,从这个角度

来说,任何一个时间点都可以说是处于转化变动的

过程之中,或大或小的转型几乎随时都有可能发生.
图书馆事业也不例外.因此,在图书馆工作中,怀有

一种转型意识,认真回顾过往、前瞻未来、思考新的

工作方向,在任何时候都是有必要的.就高校图书

馆来说,一方面,大家面临着共同的世界互联网和数

字化技术发展以及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外部环境,
另一方面,各个高校图书馆又有各自不同的具体情

况,需要结合各自的馆情,思考应对之策.以南京大

学图书馆为例,从鼓楼校区老图书馆到新图书馆,继
而到浦口校区图书馆,再到仙林校区图书馆,从“２１１
工程”“９８５工程”到“双一流”建设,既有空间的转

移、馆舍的扩大与环境的变迁,也有工作重点的调整

和目标的改变,可以说一直处于转型变化过程之中,
至今犹然.

必须承认,互联网和数字化技术日新月异的发

展对图书馆的影响是巨大的.这种影响可以说是双

刃剑:它带来了资源建设与移动利用方面的种种便

利,与此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重新界定了读者心目

中的图书馆的功能和意义,重新塑造了图书馆的形

象.有人说,新时代的图书馆应该用网络资源和电

子资源替代传统的纸质资源;有人说,图书馆空间应

该大力改造,转变为学习中心、交流中心,甚至是创

业中心;还有人说,发展图书馆就应该技术先行,要
紧跟最新网络技术乃至人工智能科学的发展,开发

下一代 图 书 馆 系 统,把 图 书 馆 服 务 映 射 到 移 动

端;可谓众说纷纭.对于转型期图书馆工作的

方向与目标,南京大学图书馆也有自己的思考.概

括起来,我们的思路是以服务为中心,在工作中树立

“三个意识”,处理好“三个并重”的关系.所谓“三个

意识”,是指专业意识、学习意识和创新意识.所谓

“三个并重”,是指传统纸质资源和电子资源建设并

重、珍稀文献和特色资源典藏与开发利用并重、技术

先行与服务营销并重.

１　传统纸质资源和电子资源建设并重

从上世纪９０年代初期计算机开始普及,到上世

纪末互联网开始普及,图书馆由传统纸质资源向网

络电子资源转型的步伐从未停止过.毋庸置疑,在
新世纪新时代,将传统纸质文献资源电子化、网络

化,是适应时代发展的举措.但是,这并不代表传统

纸质资源可以偏废.南京大学是一所拥有文、理、
工、医多学科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文科之中,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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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法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也有文、史、哲、外语

等人文学科,每个学科都有大量从事各专业领域学

习与研究的师生.因此,图书馆的首要任务就是竭

尽全力满足各学科师生对于各类文献资源的各种需

要.众所周知,不同学科、不同背景的学者对于文献

资源的需求及其使用习惯并不相同.一般来说,理
工科学者较多偏重电子资源,而文科学者尤其是人

文学科的学者则较多倚重传统纸质资源.这倒未必

全是由于学者个人的偏好,而主要是由各学科发展

的特殊性及其当下格局所决定的.新世纪以来,人
文学科领域很多有价值的数据库如雨后春笋般涌

现,为相关领域的人文科学研究提供了大量便利.
然而,一位优秀的人文学科学者不能只注目于电子

资源,除了需要挖掘本领域原始文献或者历史文献

之外,还需要面对以纸本形式出版的各类大型文献

丛刊,包括学者全集以及各种断代、分地、专题的大

型文献丛刊等,除了阅读中国知网(CNKI)上相关学

术论文,还必须阅读以纸本形式出版的各种学术论

著.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出版事业繁荣发展的势

头,并未因网络化和电子化技术发展而减缓,其中,
各类大型文献丛刊和最新学术论著的出版,不仅数

量繁多,而且卷帙庞大、引人注目.这类大型纸本文

献资源对于文化传承和学术研究的意义,是显而易

见的.而大学图书馆作为高校人文社科研究的文献

资源保障基地,必须保证这一类纸质文献资源的配

置、典藏和使用便利,也是不言而喻的.当然,我们

也不排除这一点:对于许多学者来说,对于纸质资源

的信任和偏爱已经融入到他们的血液之中.显然,
这点信任与偏爱是无可厚非的.

根据近年的统计,南京大学图书馆每年纸质书

刊的借阅量在４０万册/次左右,其中主要是人文社

科类书刊的借阅.这是刚性需求.如果我们能够进

一步做好纸质资源的馆藏建设及其服务营销,相信

这个数字还会有所增长.总之,我们认为,首先,在
新的转型期,传统纸质资源和电子资源建设应该并

重.其次,纸质资源的建设应该更加注重品质,而不

是一味追求数量.所谓注重品质,主要指的是把握

重点,突出特色,保证能够精准地服务于师生们的学

术研究.２０１７年,图书馆新购中外文图书７万２千

余册,新入藏合订刊６千余册.其中大套书亦即各

类大型文献丛刊共计２８种,共计２２５９册次.具体

目录见表１.

表１　南京大学图书馆２０１７年购入大型文献丛刊目录

书名 出版者 册数

国家图书馆藏稀见书目书志丛刊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２８

清代钦差驻库伦办事大臣衙门档

案档册汇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

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

(新编)
巴蜀书社 ７０

中国地方志集成重庆府县志辑 巴蜀书社 ３５

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

三辑)
大象出版社 １４０

八编清代稿钞本 广东人民出版社 ５０

中国近代各地小报汇刊．(第五辑、

第六辑)
学苑出版社 ２４０

清代诗文集珍本丛刊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６００

上海图书馆藏稿钞本日记丛刊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８６

历代赋学文献辑刊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２００

中国古籍珍本丛刊东北师范大

学图书馆卷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９０

中国古籍珍本丛刊保定市图书

馆卷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４０

温州市图书馆藏日记稿钞本丛刊 中华书局 ６０

傅斯年图书馆藏未刊稿钞本,集部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

研究所
３０

傅斯年图书馆藏未刊稿钞本,子部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

研究所
２０

傅斯年图书馆藏未刊稿钞本,方志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

研究所
３１

傅斯年图书馆藏未刊稿钞本,经部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

研究所
３３

傅斯年图书馆藏未刊稿钞本,史部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

研究所
３６

徽州文书(第２－６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５０

稀见清代四部辑刊(第１－４辑) 学苑出版社 ４００

总体来看,电子资源的采购在２０１７年稳中有

升.２０１７年度新增电子资源计有１５项,包括:
(１)Taylor& Francis出版社电子书(１４个学

科,至２０１５版权年).
(２)Elsevier出版社电子书(２０１３－２０１６版权

年).
(３)Wiley出版社电子书(２０１４－２０１７版权年).
(４)Emerald期刊数据库.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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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EBSCO公司一带一路数据库.
(６)IOP电子书(至２０１６版权年).
(７)BRILL电子书新一期.
(８)ProQuest公司EBC(科技版)电子书.
(９)上图«民国期刊部分(第十一辑)»(增订).
(１０)龙源期刊数据库.
(１１)EDS(find＋)资源检索系统.
(１２)万方新方志(数据更新).
(１３)科技查新数据库.
(１４)PRC论文收录引证数据库.
(１５)«书香中国»数字图书馆电子书.
与前几年相比,电子资源建设稳中有增的情况,

趋势如图１所示:

图１　南京大学图书馆数据库采购数量趋势图(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

在电子资源建设方面,相对于电子期刊,更加注

重电子书的建设.近年来,电子期刊逐渐趋于饱和,
而电子书的发展则方兴未艾,数据商在这一方面的

技术和资源积累也逐步成熟.在电子资源建设方

面,重点采选高品质的电子书库,可以较快地、有针

对性地弥补纸本文献的不足,为教学科研提供支撑.
关于纸质资源和电子资源的资金分配比例,电

子资源数据库占５８％,也就是二分之一强的比例,
纸质资源占４２％,占二分之一弱.如图２所示:

图２　南京大学图书馆纸质资源和电子资源采购经费分配比例

其中,西文图书和期刊占资金比例多一些,主要

原因是这些书刊都很贵,尤其是西文报刊,故虽然总

量不多,但是资金所占比例较高.与此同时,则尽量

压缩中文期刊的数量,中文期刊占资金比例最少,只
有２％.这一方面是因为中文期刊数据库已经非常

成熟稳定,读者上网阅读CNKI、维普和万方数据库

均比较方便,另一方面,纸质期刊的收藏价值相对来

说也比较低.总体来说,对于中外文纸本图书采购

这一块非常重视,尤其注重图书品质的遴选,为此不

仅在图书馆组织了一支专业采购队伍,而且广泛征

询各相关专业学者的意见,借助他们的专门素养,从
事图书的甄选采购工作.

２　珍稀文献和特色资源典藏与开发利用并重

南京大学有着悠久的历史,南京大学图书馆也

有着与这段历史相匹配的珍稀文献和特色资源.借

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珍稀文献和特色资源典藏与

开发利用并重,就是既重视优化和扩大现量,又重视

盘活存量.
南京大学图书馆继承了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两

校的藏书,形成了自具特色的珍稀文献和特色资源.
以特色资源而论,民国文献、校史文献、历代方志文

献、各种稿钞本文献、名家批校本和名人藏书,都堪

称特色典藏.在古籍方面,收藏古籍近４０万册,其
中古籍善本有３０００多种,达３万多册.这些古籍收

藏中,最具特色的是历代方志,多达４３００多种、４万

多册.这批珍贵典藏来自原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的

藏书,历经百余年积累,凝聚几代人的心血,其数量

和质量在海内外有相当影响,其中被列入善本的就

有３００多种,稀见方志也多达１００余种,孤本方志４０
余种.这些特色典藏是前人留给我们的财富,凝聚

着前贤的无数心血,值得我们倍加珍惜.同时,我们

也深切地意识到,要继续保持我们在这一典藏特色,
也需要我们持续努力,用心收集并不断扩大这一方

面的典藏,进一步完善方志文献资源的建设.为此,
我们投入了大量人力与资金,丰富我们的方志典藏.

方志文献如此,稿抄本文献同样如此.这些年

来,图书馆积极开展工作,并得到各方面尤其是海内

外校友的支持,使潘重规日记、潘重规藏书及其手

稿、汪荣宝手稿、汪东诗集等珍贵稿本及校史文献,
成为最新的珍贵典藏.

古籍保护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传承.对于珍贵古籍典藏,要本着藏用结合的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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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既要做好古籍保护,又要开放利用,通过古籍

的影印、整理与出版,使珍稀古籍化身千万,嘉惠天

下学人,这是古籍保护题中应有之义.２０１４年,我
馆与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合作,影印出版了«南京大学

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精选６８种珍稀方志影印

出版.这６８种方志涉及１９个省、直辖市、自治区,
其中２０种方志仅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完帙.可以

说,每种入选丛刊的方志都是十分珍贵的文献资料.
图书馆编纂人员为每种方志撰写的提要,言简意赅,
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为这些方志文献的研究与使用

提供了导引.
图书馆又与南京大学出版社合作,于２０１７年影

印出版了«南京大学图书馆藏古籍珍本丛刊»的第一

辑«稿钞本卷»,共４４种,全４０册.此辑丛刊选目涵

盖经史子集四部,经过精挑细选,入选书目具有很高

的文献价值、版本价值与学术价值,更有仅见藏于南

京大学图书馆的海内孤本.这套丛刊编撰用心,装
帧精美古雅,每种都配有提要,考辨版本,揭示书的

内容与价值.值得一提的是,这部丛刊的选目与提

要的撰写,皆出于我馆馆员之手,这既显示了他们的

学术眼光,也体现出他们的专业能力.在２０１８年３
月２２日举行的２０１８南京书展上,这套丛刊还荣获

“南京最美图书”提名奖.除了这两套大型影印古籍

丛刊,近年还先后整理出版了馆藏珍本«东坡禅喜

集»«鹦鹉洲»«南京大学藏近现代名人手迹选»等.
在古籍整理出版之外,古籍数字化也是古籍保

护与传播的重要手段,更是大势所趋.图书馆不仅

致力于购买包括“中国基本古籍库”“雕龙———中国

日本古籍全文检索数据库”“明清实录”等在内的各

种大型古籍数据库,也十分注意馆藏古籍及特色资

源的数字化.近三年,我们共扫描古籍７５万页,同
时也在不断逐步推进馆藏民国文献和校史文献的数

字化.
总之,将典藏与利用、保护与公开结合起来,使

二者相辅相成,能够更好地利用我们的典藏资源,发
挥图书馆在空间环境方面的优势,从而将图书馆打

造成传承、展示与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平台.
图书馆积极参加国家古籍普查,围绕古籍保护与文

化传承,建立了文献修复中心,培训馆员掌握古籍修

复和拓本制作等传统技艺.近两年,还协助博物馆

举办了“楮墨留真———南京大学藏金石拓片展”,主
办了“书之印象:倪建明藏书票艺术展”“笔墨意

象———梅国云作品跨年展”等专题展览,配合中国书

画、藏书票及拓本艺术的展示,宣扬中国文化,吸引

了很多观众,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３　技术先行和服务营销并重

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提
倡技术先行是智慧图书馆建设的根本所在.利用网

络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进一步提高服务能力,改善

服务体验,是未来图书馆建设持续不变的方向.目

前,南京大学智慧图书馆建设已进入第二期.智慧

图书馆建设项目主要包括如下三项:
第一,图宝机器人和盘点机器人.图宝机器人

是咨询服务机器人,在后台将图书馆知识库与其对

接,使其可以回答一些专业问题,做图书馆导引的工

作.目前图宝机器人是最受学生欢迎的.而盘点机

器人则是利用无线射频识别(RFID)技术,自动盘点

书籍,这不仅减轻了流通部门盘点书籍的工作量,而
且提高了书籍排架的准确度.

第二,致力于打造新一代智慧图书馆系统,这项

工作的目标,是将现在的系统升级为新一代图书馆

服务平台(NanjingUniversityLibraryServicePlatＧ
form,NLSP).目前,已在江苏省高等学校数字图

书馆(JALIS)立项建设电子资源管理系统(ERM),
以解决在没有升级为新系统之前的数字资源管理能

力问题.
第三,打造自助式服务的图书馆大厅.秉持“大

开放”的服务理念,实行通借通还,只在图书馆大门

口设立门禁.同时,在位于仙林校区的杜厦图书馆

宽敞明亮的二楼大厅,专门为读者设置了全自助式

服务区.自助借还、自助打印扫描复印、自助朗读、
自助咖啡等各项自助服务,都集中在这里,操作简

便,体验良好.
无论什么样的新技术,无论怎样先进的智慧图

书馆,归根到底,是要为读者服务的.如果没有达到

方便读者、服务读者的目的,那么,技术先行也便失

去了意义.为此,图书馆有意识、有计划地开展了服

务营销.所谓服务营销,就是通过各种生动活泼的

形式,积极主动地将我们的服务推送给读者.在图

书馆工作中,服务意识一直是被强调的,每个图书馆

工作者在自己的岗位上都应该具有服务意识.但

是,以往我们对于服务营销不够重视,这一定程度是

受“酒香不怕巷子深”的观念的影响.在新时代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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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自媒体发展迅猛的环境下,利用新的社交传

媒技术,可以使服务即时化,增强互动性,更加贴近

年轻读者特别是大学生的接受习惯.
从今年开始,服务营销工作被提到了一个全新

的高度,在馆内建立了跨部门服务营销团队,从各个

部门抽调精干力量,组成了一支包括馆长、副馆长、
部门主任、馆员青年骨干力量在内的２４人的专业团

队,推广图书馆的服务,同时经营图书馆的形象.采

取传统宣传推广和新媒体营销结合的经营方式,线
上线下打通,即实体图书馆内的宣传和网络媒体的

宣传同步进行.宣传渠道包括实体宣传、传统馆刊、
传统网络渠道(主页、校园 BBS等)、新媒体(微信、
微博)和多媒体(宣传片拍摄)等.服务营销往往围

绕活动而展开.从４月２３日世界读书日、毕业季、
迎新活动、读书节到年终微数据等,设置了一个全年

无休的时间轴,根据不同时间点,设定不同主题,组
织相关活动.例如,在６月毕业季图书馆组织一系

列服务营销,主打“情怀”牌,激发毕业生对母校、对
母校图书馆的依恋之情,反响相当热烈.

４　结语

上述三个并重,着眼点各有不同.传统纸质资

源和电子资源建设并重,是着眼于资源建设优先,以
资源建设来夯实服务读者的基础;珍稀文献和特色

资源典藏与开发利用并重,是着眼于开发图书馆的

新功能,扩大服务的覆盖面;而技术先行与服务营销

并重,则是着眼于在技术日新的时代与时俱进,提高

学科服务质量.
三个并重只是我们的工作思路,如何将这一思

路落实于工作中,真正提高服务质量,还需要图书馆

同仁齐心协力地配合,需要在工作中树立三个意识.
首先是树立专业意识,爱岗敬业,提升专业能力;其
次是强化学习意识,致力于终身持续不断的学习;再
次是培养创新意识,以专业知识带动服务创新.总

而言之,这就是突显文化力,凝炼服务力,只有这样,
才能进一步改进图书馆的工作,提升图书馆的服务

质量.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图书馆,南京,２１００２３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年７月１５日

HighlightingCulturalPowerandImprovingServiceCapability
—DirectionandGoalofUniversityLibraryServicesinTransitionPeriod

ChengZhangcan

Abstract:Thefocusoftheuniversitylibraryworkintransitionperiodistohighlightthecultural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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