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年
第4

期

“一带一路”时代周边国家文献资源

体系化建设的机制体制创新∗

□关志英

　　摘要　针对我国高校对中国周边国家文献资源收藏整体匮乏的现状,结合国家“一带一路”
大战略背景下高校学术生态环境的演变及其带来的驱动效应,面向科研人员开展“一带一路”沿

线国别或区域研究所产生的新的文献需求,对比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体系化收藏亚洲文献

的战略举措,从我国国家战略保障层面出发,聚焦区域研究文献资源建设的整体布局,着重探讨

了中国周边国家文献资源合作共建的机制体制创新等相关问题,并提出我国高校图书馆系统化、
规模化收藏中国周边国家文献资源的顶层设计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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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研究背景

中国作为世界上邻国 多的国家之一,既是当

前世界经济增长的亮点,也是诸多矛盾和问题相对

集中的热点.我国周边地域广阔,国家众多,海上邻

国有日本、韩国、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印度尼西

亚、新加坡、越南、朝鲜.陆地邻国有朝鲜、俄罗斯、
蒙古、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塔吉克斯坦、阿富汗、
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不丹、缅甸、老挝和越南,其
中越南、朝鲜既是陆上邻国又是海上邻国.通常按

照地理区域范围,将中国周边国家划分为东北亚、东
南亚、南亚和中亚四个区域.

２０１３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

经济带”和“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中

国在政治、经贸、文化等多方面均加强了与周边国家

的合作与交流,高层互访频繁.新世纪以来,中国同

周边国家贸易额由１０００多亿美元增至１３万亿美

元,已成为众多周边国家的 大贸易伙伴、 大出口

市场、重要投资来源地[１].而且中国还与东盟国家

建立了自由贸易区,文化交流更加深入.
国家提出“一带一路”战略,标志着中国从区域

性国家到世界性国家的重要转变,与此同时对中国

的教育和科学研究提出了更高要求.高等院校作为

科研重镇,为服务国家发展战略,纷纷根据本校学科

特色和综合优势,有针对性地成立了与“一带一路”
相关的研究机构.例如,中山大学于２０１４年６月成

立“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旨在通过跨学

科、跨部门、跨区域的协同创新合作研究,成为２１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相关研究领域“国内权威、国际一

流”的学术研究和决策咨询机构,为广东乃至全国各

部门、各行业实施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提供知识准备,
培养人才.２０１５年５月,北京大学利用法学、哲学、
经济学、历史人文及信息管理等学科资源,依托校属

的海洋研究院成立了“一带一路”研究中心,通过整

合优势学科资源,旨在打造服务于“一带一路”战略

的高端智库,并借参与“一带一路”促进学科建设特

别是交叉学科的发展.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３日,由北京

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委员会、北京大学学科建设办

公室主办的“区域与国别战略合作论坛———‘一带一

路’沿线区域与国别研究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举办,
来自全国高校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５０余位专家学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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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共同探讨“一带一路”沿线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前沿

话题[２].此外,与“一带一路”相关的国家重大项目、
重点项目也高居各类基金项目的榜首.

２０１７年５月１４－１５日,在北京主办的“一带一

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标志着“一带一路”由倡议构

想转向实际落地.高峰论坛成果清单主要涵盖政策

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５大

类,共７６大项、２７０多项具体成果[３].但同时,有学

者指出,在拥抱“丝绸之路”沿线新的发展机遇的同

时,也要对诸多不确定因素充分予以考虑,并制定相

应的预案,如投资国发生动乱导致的利益损失如何

维权,签约方毁约的风险如何防范等.著名历史地

理学家葛剑雄教授基于翔实的史料,对历史上“丝绸

之路”的缘起和发展脉络做了正本清源,他表示,未
来“一带一路”不会是历史上的“丝绸之路”经济带的

再造重演,而是需要大家共同建设维持.而要与周

边国家真正做到互利共赢,就要了解境外的需求,尤
其是沿线国家的实际需求[４].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具有很强的“文献倚赖”特
征,特别是在当代,人文社科研究对文献信息的依赖

程度进一步提高,文献信息资源保障在人文社会科

学创新发展中的作用更加显而易见.近几年,由国

外学者撰写的中国史书籍,受到了学术界和大众读

者的青睐.如２０１４年,由日本著名学者宫本一夫等

撰写的«讲谈社中国的历史»(十卷本)在国内引进

出版,问世后销售量至今已达１０万套.２０１６ 年,
«哈佛中国史»一经出版,就成为畅销书[５].这一方

面可能与海外学者研究角度上出新、出奇有关,但不

可否认,与其研究资料上的占有程度和 新研究成

果的及时获得性上也存在显著关联性.只有在历史

文化、政治经济等多层次对周边国家或地区进行广

泛了解和深入研究,才能真正产出高水平的科研成

果,从而支撑我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和落实.
中国有句古话“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文献资源就是

人文社科研究者的“粮草”.随着对“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和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热点问题研究的展

,我国学者对中国周边国家或地区的文献资源需

求正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

２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对亚洲文献的体系化收

藏战略

在西方学术界,区域与国别问题研究是比较成

熟的学术领域,这与西方国家在世界政治与经济的

战略地位及其发展速度不无关系.与之对应,西方

高等院校图书馆对区域研究文献资源的收藏范围之

广、年代跨度之大都堪称“佼佼者”.仅以美国为例,
美国大学收藏东亚图书始于１９世纪７０年代(耶鲁

大学是１８７８年,哈佛大学是１８７９年,加州大学伯克

利分校是１８９６年).从那时至今的一个多世纪以

来,伴随着东亚研究课程和科系在美国大学中的建

立、发展和普及,东亚藏书在大学图书馆中从无到

有、从少到多,已经形成了以东西两岸和中西部各

馆为三大支柱的、涵盖全美的藏书格局,成为今天

美国大学图书馆中 具规模、 成系统的非西文图

书典藏.
然而,在二战之前,美国和加拿大大约只有６所

东亚图书馆,但战后,这个数字便迅速增加.对美国

大学东亚馆藏发展做一个细致的阶段性考察,就会

发现早期的东亚收藏大都发端于偶然因素,主要由

捐赠或交换渠道而来,真正系统化收藏现当代文献

则是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

因:一是需求驱动.二次大战的经历及战后世界格

局的变化,使美国政府深刻认识到其对世界上广大

非英语地区政治、社会、文化、历史了解之匮乏,以

及美国公民中精通东亚语文、熟悉东方历史文化的

人才之短缺.另一方面,也得益于美国国家在法律、
制度和经费方面的全面保障.１９５８年,联邦政府通

过«国防教育法案»的第六条款(TitleVI),规定在全

美高校系统内,针对每一个非西方的地区建立研究

中心.１９６０年美国国会图书馆配合该法案,在全世

界建立图书采购中心,如东南亚的采购中心就设于

雅加达.使得东亚图书馆得到更多来自政府的财政

支持.据统计,从１９６０－１９７０年代,美国有４０所左

右的大学先后新建了东亚图书馆[６].经过约６０年

的不断完善和持续努力,已形成一套体系化的、行之

有效的非西文文献资源共建、共享机制.
２．１　国家资源中心的建立

据美国教育部网站公布的２０１４财年数据,当年

美国政府对全国１０７所国家资源中心提供了共计

２４５１．８万美元的经费资助,主要用于购买纸质和电

子文献.各中心获得经费支持和占比情况如表１
所示.

１４

“一带一路”时代周边国家文献资源体系化建设的机制体制创新/关志英
MechanismInnovationonSystematicCollectionofLiteratureResourcesofChineseNeighboringCountriesin“theBeltandRoad”Era/GuanZhi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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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美国教育部资助的国家资源中心(２０１４财年)

国家资源中心
共建高

校数量

高校

比例

经费(万

美元)
经费

比例

东南亚资源中心 ７＋１ ６．６％ １８９．９ ７．７％
东亚资源中心 １５ １４．２％ ３４６．７ １４．１％
中东资源中心 ２３ ２１．７％ ５１５．０ ２１．０％
南亚资源中心 ８ ７．５％ １９０．６ ７．８％

俄罗斯及东欧资源中心 １１ １０．４％ ２６０．５ １０．６％
拉丁美洲资源中心 １６ １５．１％ ３４８．２ １４．２％

西欧资源中心 ７ ６．６％ １５５．８ ６．４％
非洲资源中心 １０ ９．４％ ２３７．１ ９．７％
国际资源中心 ７ ６．６％ １６５．５ ６．８％

加拿大资源中心 ２ １．９％ ４２．５ １．７％
合计 １０７ １００％ ２４５１．８ １００％

同一区域的资源中心分别由多所高校共同承担

建设任务.如东南亚资源中心,在建设之初,分别由

康奈尔大学、北伊利诺伊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

校、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密歇根大学、华盛顿大学、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７所高校图书馆共建,
后夏威夷大学图书馆加入,即发展为现在的８所高

校图书馆的合作共建形式.参与共建的高校图书馆

再根据本校的学科特色和馆藏特色,各自按不同学

科进行分工,形成对东南亚文献资源的全国联合保

障格局.同一所高校也可以参与多个资源中心的建

设.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为例,除了作为东南亚

资源中心,还参与东亚、中东、俄罗斯及东欧、南亚、
西欧国家资源中心的共建(表２).

表２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参与共建的国家资源

中心及经费情况(２０１４财年)

高校名称 国家资源中心 经费(万美元)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东南亚资源中心 ２２．２
东亚资源中心 ２２．０
中东资源中心 ２７．０

俄罗斯及东欧资源中心 ２２．０
南亚资源中心 ２４．２
西欧资源中心 ２３．２

合计 １４０．６

２．２　专业学/协会的成立

曾任哈佛燕京图书馆和斯坦福大学东亚图书馆

馆长的吴文津博士曾撰文对北美东亚图书馆的发展

做过专门论述[７],文中详细介绍了 初的美国图书

馆协会(AmericanLibraryAssociation,ALA)下属

的东方图书馆专业委员会如何演变为后来的东亚图

书 馆 协 会 (Council on East Asian Libraries,
CEAL),并对其在国家编目标准的建立、各项管理

规程的制定、图书馆新技术的应用和项目资金申请

等工作中所起的关键作用予以了充分肯定.
２．３　多渠道经费来源

对北美东亚图书馆自建立到壮大发展的历史进

行考察,我们不难发现,其经费来源往往是多元化

的.除了政府的投入,福特基金会、梅隆基金会等各

类基金会的资金支持也蔚为大观.此外,还有来自

海外基金会的经费支持,如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

(TheJapanFoundation)、韩国国际交流财团(The
KoreaFoundation)等.南加州大学的金(KimJoy)
在«目标驱动进步:北美韩国研究图书馆学,１９９０－
２００９»[８]一文中指出,正是在韩国国际交流财团的资

金支持下,１９９２－２００８年,在北美４３所高校设立了６６
个韩国研究相关教职,并于１９９３年成立了北美韩国

文献资源联盟(KoreanCollectionConsortiumofNorth
America,KCCNA).该联盟 初只有６家成员图书

馆,现在已发展为１２家.成员馆按照学科分工,重点

收藏现当代韩国文献,兼顾回溯补藏.具体学科分工

情况参见表３.每馆每年可获得经费约２－３万美元.
由其学科精细化分工程度和范围可以看出,该笔经费

的使用是经过精心设计和规划的.此外,联盟与成员

馆每５年签订一次协议,对收藏年代范围、语种、文献

类型等进行规划.目前在语种方面重点收藏韩语和

英语文献,但也不限制地区研究相关的其他语种文

献;在文献类型上,不收藏教材,特别是语言学习类教

材,除非是作为少量样本或是代表性著作,或是具有

潜在历史研究价值的少量２０世纪历史教材.
表３　北美韩国文献资源联盟成员馆学科分工情况①
成员馆

(加入时间)
学科分工(韩语或韩国相关出版物)

加州大学伯

克利分校

(１９９３年)

历史,１９４５－(不包括统一问题和民主化)/交通/信

息技术/公共财政/俄罗斯、苏联和中亚出版物/海

湾地区出版物/考古学

２４

“一带一路”时代周边国家文献资源体系化建设的机制体制创新/关志英
　　　　MechanismInnovationonSystematicCollectionofLiteratureResourcesofChineseNeighboringCountriesin“theBeltandRoad”Era/GuanZhiying

① 笔者译自 KimJoy．Purposedrivenprogress:KoreanstudＧ
ieslibrarianshipinNorthAmerica,１９９０－２００９．JournalofEastAsiＧ
anLibraries,２００９(１４９):１９－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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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馆

(加入时间)
学科分工(韩语或韩国相关出版物)

南加州大学
(１９９３年)

全罗道相关出版物/电影/新闻、传媒和大众媒体/
广告学/现代语言和语言学/公共管理/地理(含地

图和地图集)/南加州出版物

哥伦比

亚大学
(１９９３年)

首尔相关出版物/历史,１８６４－１９４５/美术(绘画、雕
刻、摄影)/表演艺术(舞蹈、音乐、戏剧)/流行文化/
书法/教育/心理学/纽约地区出版物

哈佛大学
(１９９３年)

忠清道相关出版物/商业/法律/政府－司法部门/
家谱/传统诗歌/新英格兰地区出版物

夏威夷大学
(１９９３年)

济州岛相关出版物/建筑/城市规划或研究/现代社

会条件/传统音乐/截止到１３９２年的历史/民族主

义/公众健康/欧洲出版物/夏威夷出版物

华盛顿大学
(１９９３年)

现代诗歌/青少年文学/人种研究和家庭关系/装饰

艺术/旅游/南亚和东南亚出版物/太平洋西北部如

华盛顿、俄勒冈、阿拉斯加出版物

芝加哥大学
(１９９５年)

环境研究/国际关系/工业(除汽车工业)/福利研

究/政党/前现代哲学/传统小说/中国大陆和台湾

地区出版物/伊利诺伊、印第安纳、和威斯康星州出

版物

加州大学

洛杉矶分校
(１９９６年)

佛教/基督教/民俗学/图书馆与信息科学/非现代

语言/南美洲出版物/美国东南部地区出版物

加拿大

多伦多大学
(１９９７年)

现代哲学/现代小说和散文/地方或区域政府/军事

科学和历史/人类学(除考古学和民俗学)/加拿大

东部地区出版物,包括安大略、魁北克、新布朗斯威

克、纽芬兰和拉布拉多、新斯科舍、爱德华王子岛/
作为一个整体在加拿大出版的出版物/庆尚道相关

出版物

密歇根大学
(２００４年)

汽车工业/历史编纂/民主化/重新统一问题(１９４５
－)/劳动关系/日本出版物/密歇根、明尼苏达、爱
荷华、俄亥俄州出版物

加拿大

不列颠哥

伦比亚大学
(２００６年)

京畿道相关出版物/宗教(除佛教和基督教)/立法/
历史(１３９２－１８６４)/韩国医学/纺织品与制服/西加

拿大地区出版物,包括:亚伯达、英属哥伦比亚、曼
尼托巴、西北行政区、努勒维特地区、萨斯喀彻温、
育空行政区/江原道相关出版物

斯坦福大学
(２００６年)

现代经济条件/贸易/非公金融/政府－行政部门/
传统散文(选集)/大洋洲和非洲出版物/北美洛杉

矶地区出版物,包括科罗拉多、犹 他 州 和 亚 利 桑

那州

３　我国高校对周边国家文献资源的收藏现状与主

要问题

自１９４９年以来,受诸多因素影响,我国高校外

文文献馆藏呈结构性缺失,文献收藏总量少,学科覆

盖不全面,出版年代跨度小,语种极度不均衡.目前

我国高校对周边国家语种文献收藏多集中在日、俄、
朝鲜等语种,其他语种仅有很少量收藏或几近空白,
难以支撑高水平的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其中 突

出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３．１　文献收藏总量低

２０１４年,杨晓景等针对中国周边国家所使用的

１９个语种在我国高校的专业设置情况、文献收藏现

状、文献保障程度和各馆的馆藏优势现状进行了问

卷调查.调查发现,中国周边国家小语种文献缺藏

现象在我国各高校图书馆的资源建设中普遍存在,
我国高校总体外文收藏中非通用语种图书的保障率

很低,语种分布极不均衡,缺藏量达到８０％以上[９].
白婕以北京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大学图书馆馆藏

目录为样本,从馆藏数量、藏书时间结构和语言结构

等方面,考察了南亚研究领域的文献资源收藏情况.
并通过系统抽查、调查问卷、个别走访等方式,对两

所高校的南亚研究领域的文献资源的流通使用情况

进行了初步调查.结果显示,两所高校均存在文献

收藏数量少、文献年代太旧、学科覆盖面不全、深度

不够的突出问题,根本无法满足专业学习和科研

需求[１０].
３．２　语种分布极不均衡

杨晓景针对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

和广州外语外贸大学三校的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订购书

目数据进行的分析发现,三校非通用语种图书主要

集中在德、法、俄、日、意大利、西班牙等文种,仅有很

少量涉及中国周边热点区域研究相关的韩、越南、缅
甸和泰国等文献.除上述以外的其他语种文献收藏

几乎为空白[１１].
崔琼、钟建法按中国周边邻国常用语种进行文

献收藏统计,同时也涉及少量 “一带一路”沿线泛周

边国家的小语种语言,纳入抽样统计的语种共有２３
个,包括东北亚国家的俄语、日语、朝鲜语和蒙语,东
南亚国家的越南语、马来语、泰语、缅甸语、老挝语、
柬埔寨语、印度尼西亚语和菲律宾语,南亚国家的印

地语、尼泊尔语、乌尔都语、孟加拉语和僧伽罗语,中
亚国家的普什图语、哈萨克语、乌兹别克语、吉尔吉

斯语、土库曼语和塔吉克语.调研对象分别选取中

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ALIS)、亚洲地区选择

日本国立情报研究所论文引用信息导航(Citation
Informationby NationalInstituteofInformatics,
CINII)的文献收藏数据,以及美国的哈佛大学作为

代表,对其收录的１９５０－２０１２年出版的中国周边国

家小语种图书和连续出版物的馆藏状况进行综合考

察和比较分析.研究发现三个机构的收藏量都主要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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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在东北亚国家的俄语、日语和朝鲜语图书中.
相对于CALIS收藏而言,CINII和哈佛大学在东南

亚、南亚国家的语种图书收藏上较为突出,哈佛大学

对中亚国家的语种图书收藏尤为重视.从单语种收

藏来看,CALIS除了日语之外的其他语种图书收藏

量均大幅度低于 CINII和哈佛大学.CALIS的日

语、俄语和朝鲜语收藏相对较好,泰语、马来语、越南

语和缅甸语仅有少量收藏,其他语种图书收藏几近

空白[１２].
杨锦先、蒋秀丽选取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政

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经济学

院、法学院、外国语学院等６所学院２３名教师为样

本,考察其发表论著涉及东亚研究的相关主题分布,
并对其科研成果产出中涉及的参考文献在本馆和全

国高校文献保障体系———CALIS、CASHL 中的收

藏率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对于东亚关系史

研究人员来说,英、日、韩文献保障缺口很大[１３].
周纯等以中山大学为例,对中山大学港澳台研

究中心和中山大学大洋洲研究中心,以及２０１４年６
月新成立的“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的科研

人员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文献资源的实

际需求情况进行了调研,并从区域研究文献的特征、
采访路径如采选主题、书目来源、采访渠道等多方

面,阐释了中山大学区域研究文献资源建设的实践

和保障现状,呼吁对中国周边国家文献资源统筹建

设重要性的认识[１４].
此外,经费短缺、采访渠道不畅、小语种编目人

才缺乏导致的文献揭示报道不及时等问题,更是成

为困扰中国高校图书馆建设和发展区域研究文献资

源的 大障碍.

４　我国高校图书馆体系化收藏周边国家文献资源

的对策及建议

４．１　加强统筹协调,创新机制体制

分析我国高校图书馆对中国周边国家文献总体

收藏薄弱的原因,不难发现,一是我国高校的外文文

献收藏和建设存在结构性缺失现象;二是小语种文

献由于读者面窄、利用率低、采编困难和管理不便,
其建设动力不足,即使有部分外语类院校和个别综

合性重点大学的重点投入,也难以形成规模和合力;
三是在文献经费紧张的情况下,图书馆往往将经费

优先投入到需求量更大的英文文献建设中,对于小

语种文献,如果没有专项经费支撑,难以保证规模资

金的持续投入.因此,中国周边国家文献的系统性

建设,急需建立国家层面的统筹协调和合作共建的

多馆联合保障机制.
建议借鉴美国高校图书馆的成功经验,由教育

部主导,设立覆盖全国的“一带一路”国家文献资源

中心,涵盖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

域及国别,从国家层面,对中国周边国家文献资源进

行整体布局和统筹协调,分区域、分阶段逐渐推进,
利用创新机制吸引有需求和建设能力的高校图书馆

积极参与、分工协作和形成合力,共同推动“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文献资源建设和保障速度.
４．２　拓宽资金来源,激活存量资源

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中心自２００８年起,
每年从教育部高校文科图书引进专款中拿出部分经

费,重点用于采购原始档案、大套文集等大型特藏,
其中也包含国别或区域研究文献等[１５].经过几年

的建设,已初具规模,并形成一套专家推荐、审核的

规范化工作流程.
但由于资金的限制,面对各高校专家学者强烈

推荐的优秀书目,仍无法全部满足.因此,建议设立

专项资金,用于支持“一带一路”国家资源中心的建

设.同时,促进参与建设的高校按照比例对图书馆

提供配套资金支持,鼓励“一带一路”相关科研院所

科研资金的配套投入.鼓励参与馆对周边国家或地

区研究文献的持续投入,逐步形成特色突出、结构完

整、对周边国家或地区覆盖全面的文献保障体系.
在资金保障方面,要创新机制体制,突破习惯的

“自上而下”的经费获取模式,借鉴北美高校图书馆

的成功经验,积极拓展经费来源渠道,如能争取到日

本、韩国等国家基金的支持,无疑将促进我国对周边

国家文献资源的建设迈出巨大一步.
４．３　加强技术应用,完善平台建设

２００９年,CASHL和CALIS共同 发的“‘高校

文科图书引进专款’图书订购信息平台”上线,全国

７０所高校图书馆通过该平台 展文科外文图书的

协调采购.此举打破了原有的“一校一馆”信息资源

建设模式,形成了全国范围内的多馆协作分工、联合

保障的新局面.
在 展周边国家文献资源建设过程中,应加强

新技术的应用.建议建立多语种文献联合采购和编

目共享平台,完善“图书订购信息平台”的小语种文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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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采编功能,通过协调采购,控制复本数量.加强区

域研究相关书目数据的收集、整理.区域研究文献

包含很多地方性的稀有资源,尤其是区域相关出版

社出版的当地语种图书,由于当地出版机构受发行

范围限制,加上语种限制等因素,往往通过一般的西

文图书订购渠道难以采购到.在制定明确的采购内

容范围基础之上,纳入目录选书的范围进行系统采

选,并尝试与按需出版平台进行无缝对接.
４．４　明确重点学科,拓展合作渠道

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区域范围较广,所涉及的

研究内容和文献资源建设的科学范围广泛,需要较

高的采购成本,且难以保障资金的利用效率.因此,
可参考和借鉴北美高校图书馆参与建设北美韩国文

献资源联盟的做法,细化学科分工,通过“区域＋重

点学科”的思路,来进行多区域、多语种类型文献资

源的体系化建设.
在拓展“一带一路”沿线和中国周边国家文献资

源采访渠道方面,可通过高校图书馆联盟建立与海

外图书馆联盟的合作交流机制,建立机构之间的文

献交换和捐赠渠道, 展馆际互借和文献传递服务.
４．５　设立标准规范,重视人才培养

机制体制创新的 终意义是对“人”的解放.只

有突破各项阻碍,建立起激励创新的制度,才能真正

调动起人的积极性与创造力.“一带一路”国家资源

中心建设规划的落实需要各级、各类图书馆的积极

参与,更离不 小语种馆员人才队伍的保障.
从事业支撑的角度看,需要明确参与单位的角

色定位,针对小语种文献资源建设的特点和要求,设
立专人专岗,明确职责任务,加强培训培养.从统筹

和组织者的角度看,应建立完善的人才考评和参与

单位考核管理机制,并通过建立高校图书馆小语种

人才库,或充分利用网络新媒体,挖掘和凝聚各校、
各馆小语种专门人才,为未来事业的发展培养领军

人物和创新人才.

５　结语

建立“一带一路”国别或区域研究国家资源中

心,是国家的战略选择,也是我国高校图书馆的使命

和责任.文献资源作为我国科研人员 展中国周边

区域或国别问题研究的重要条件保障,其建设意义

无论怎样强调都不为过.在现有的国家级文献资源

共建共享体系架构基础之上,探索机制体制创新与

突破, 展具有标志性的区域研究文献资源收藏与

服务体系建设,对周边国家文献资源馆藏发展进行

规划和设计,恰逢其时、意在长远,其成果必将为推

动“一带一路”研究做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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