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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图书馆背景音乐研究

———以南京林业大学图书馆背景音乐问卷调查为例

□黄蓉　龚超∗　李倩　任金波　陈伟　夏夏

　　摘要　音乐是人类创造的灿烂文化,与人们的生活、工作、学习息息相关.将音乐引进图书

馆,选择适宜的音乐用作图书馆的背景音乐,对开发读者智力、拓展读者思路、激发读者灵感、提

高工作学习效率,以及提升读者的精神境界和道德修养等,都具有积极的促进意义.南京林业大

学图书馆就背景音乐播放的相关问题进行了问卷调查,了解到读者对背景音乐风格的偏好和选

择,从而制定出适合图书馆背景音乐播放的总体方案,以及不同时段和场所背景音乐播放曲目的

体裁及风格类型组合,以更好地满足广大读者的需求,让图书馆在适宜的背景音乐声中成为读者

学习工作的理想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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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背景音乐,即情景音乐,其主要目的在于把

听者引向某种活动而不受其他因素的干扰.背景音

乐不是用来吸引听众有目的地去听、去欣赏音乐,而
是要创造或轻松活泼、或闲适温馨、或典雅静谧、或
亲切温暖的环境空间.让人在这种氛围的影响下,
不知不觉地投入到既定的活动状态中,通过音乐的

具象性和情感性等特点来调整、同化听者的精神状

态,达到某种预期效果[１].如今,许多高校图书馆都

试着在馆内有针对性地播放一些背景音乐,为师生

营造出更佳的学习和工作氛围.我校图书馆也在背

景音乐播放工作上积极探索和创新,通过问卷调查,
收集读者的意见和建议,在背景音乐播放曲目和方

式上作出调整和改进,使我馆背景音乐的播放更具

合理性、精确性、适用性和功能性.

１　背景音乐问卷调查

问卷调查以精简、全面为原则,共设计了１６项

大题,涉及读者的音乐素养、音乐风格偏好、音乐功

能认识等方面,以及对图书馆背景音乐播放的曲目

类别和时间场所的要求和建议等.此次问卷调查共

收到１０６份反馈问卷表,基本上较为清晰全面地反

映了师生的音乐素养和音乐诉求.
１．１　读者具有较高的音乐素养

从反馈的１０６份问卷调查表的统计数据来看,
有１０２人选择喜欢音乐,有６４１５％的读者表示对

音乐常识有不同程度的了解;另外,从音乐对人的学

习、道德修养和身心健康等方面作用的调查结果看,
持肯定意见的占大多数.有７２６４％的读者赞同听

音乐有助于学习时集中注意力,提高学习效率;
８４９１％的读者认同听音乐有助于 发智力、拓展思

维;有９０５７％的读者认为听音乐能陶冶情操、提高

文化道德修养.以上数据说明读者对音乐的作用有

比较深入的认识,愿意通过享受音乐来愉悦身心,提
升自己的道德文化修养,愿意以音乐为背景,提高学

习效率、拓展思维、激发学习潜能.
１２　读者对背景音乐风格的偏好,随播放场所不同

而不同

据调查,同意在图书馆阅览室播放背景音乐的

占６９８１％,不同意的占３０１９％;同意在休闲场所

播放背景音乐的占９３４％,不同意的占６６％.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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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音乐风格的选择结果来看,读者希望在阅览室播

放 的 音 乐 风 格 首 先 是 舒 缓 悠 扬 型,８５ 票,占

８０１９％,其次是古典高雅型,４７票,占４４３４％,然
后是轻快活泼型,３２票,占３０１９％, 后是节奏强

劲型,８票,占７５５％;读者对休闲场所背景音乐类

型 的 选 择 顺 序 首 先 是 舒 缓 悠 扬 型,６９ 票,占

６５０９％,其次是轻快活泼型,５５票,占５１８９％,然
后才是古典高雅型,３３票,占３１１３％,节奏强劲型,
１４票,占１３２９％.可见,读者对图书馆背景音乐的

总体要求是舒缓悠扬、安静甜美,特别是在阅览室,
读者更需要轻松平缓和古典高雅的音乐,来稳定情

绪和集中注意力,而在休闲场所,读者需要听轻快活

泼和节奏强劲的音乐,以缓解疲劳和调节思维.
１３　读者对音乐体裁和音乐风格类型的选择,随播

放时段的不同而有所变化

从对音乐体裁和音乐风格类型的选择结果看,
轻音乐 在 早 间、午 间 和 晚 间 受 欢 迎 程 度 分 别 是

５５６６％(５９票)、６８８７％(７３票)、５７５５％(６１票);
古典器乐在早中晚的受欢迎程度差别不大,分别为

３７７４％(４０ 票)、３７７４％ (４０ 票)和 ３８６８％ (４１
票);流行歌曲在早中晚的受欢迎度分别是３２０８％
(３４票)、２７３６％(２９票)和３４９１％(３７票);民歌在

早中晚受欢迎度依次下降,分 别 为:１５０９％ (１６
票)、１２２６％(１３票)、９４３％(１０票);摇滚歌曲在晚

间的受欢迎度是１１３２％,高于早间的１０３８％和午

间的７５５％;可见,优雅、甜美、抒情、轻快的歌曲和

器乐在图书馆的不同播放时段都是受欢迎的,然而

在受欢迎度上存在差异,其中轻音乐在午间休息时

段备受青睐,民歌相对在早间比较受欢迎,而流行歌

曲和摇滚乐在晚间相比其他两时段更易被接受.

２　背景音乐的功能和风格分析

多种音乐元素通过组织安排,幻化出的无数美

妙音乐,不仅能与读者达成情感共鸣,提升其道德文

化修养,还能促进他们的智力 发,提高学习效率.
２１　音乐有助于开发读者智力,拓展读者思维

音乐的创作和欣赏是一种建立在感知基础上的

知觉思维,既是形象思维也是抽象思维.音乐创作

需要通过用音符组成旋律,通过曲式的设计、和弦的

组织、调式的转换,以及节奏的编排和音色的选择配

器等,来表达作者的思想和意境;音乐欣赏也同样需

要听众在感知的基础上进行想象和思考,才能充分

体会到蕴藏在音乐中的抽象艺术美,因此音乐不仅

能给人带来美的享受,还能锻炼、增强人们的感知能

力和思维能力.从心理学角度讲,音乐还可激发人

们的灵感和创新,灵感思维的发生是显意识和潜意

识相互通融、交互作用的结果,往往发生在人类大脑

右半球的潜意识范围内,因此,如果用音乐这种声响

艺术去调动大脑右半球的创造功能,自然会收到意

想不到的效果[２].
２２　音乐有助于提升读者的精神境界和道德修养

音乐是通过有机组织的音所形成的艺术形象来

表现人们的思想情感,反应社会生活的艺术,它往往

倾注着音乐人的爱恨情感和善恶是非等道德观念及

人生感悟[３].当人们聆听到这样的音乐时,自然会

为其中的真情所感动,从而养成高尚的精神境界和

良好的品德修养.如人们在欣赏贝多芬的«命运交

响曲»时,其自身潜在的人格力量、信心和意志,往往

会被作品所表现的伟大精神唤醒,主动使自己的精

神境界尽可能地向作品所体现的丰富、深邃的感情

世界和崇高的思想境界靠拢,在不知不觉中提升审

美情趣和道德修养.
２３　音乐的风格演变体现着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念

音乐的风格演变与社会的发展和人们意识形态

的转变息息相关,体现着不同时代人们的精神风貌

和价值观念.如在启蒙主义思想影响下形成的西方

古典音乐时期,艺术推崇高尚的主题,寻求宏大的英

雄主义表达.当这种强调理性和结构的古典时期结

束,进入浪漫主义时期后,音乐 始注重其表情及音

色,强调感性、自由、激情和个性[４].进入２０世纪,
在经历了社会进步与人性缺失、科技飞速发展等变

化后,音乐对传统音乐观念与技术进行了 为彻底

的反叛,相继出现各种类型的通俗音乐风格.相对

于西方音乐,我国各种传统音乐形式历来都注重对

意境的追求,要求一件完成了的艺术作品通过虚和

实、传神和悟道呈现出美的意境,视和谐美为我国民

族音乐的一个重要特征.
鉴于音乐的以上功能和风格特性,如果将音乐

引入高校图书馆,无疑将对图书馆的功能发挥起到

积极的促进作用.高校是大学生学习科学文化知

识、培养高尚道德情操、 发锻炼科研创新能力的高

等学府,而图书馆是高校师生学习和工作的重要场

所,他们的大量时间都是在图书馆度过的,如果在图

书馆播放适宜的背景音乐,不但能活跃馆内气氛,还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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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对读者的身心和精神状态产生积极影响.积极健

康的音乐会在无形中引领着读者积极向上,读者的

审美观也会在美妙的音乐声中得到提升,同时音乐

的智力 发功能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帮助读者活跃思

维,而不同风格的音乐所体现的文化价值观对读者

塑造符合时代要求的价值观念也会产生积极影响,
因此适宜的背景音乐播放对提升图书馆的人文特性

和增强图书馆的隐性服务能力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和意义.

３　图书馆背景音乐播放实践

３１　图书馆背景音乐播放的理论依据

随着社会的发展,图书馆的管理理念和服务模

式先后经历了传统的纸质文本服务模式、当代数据

信息流服务模式和注重人文精神价值的新服务模

式.新服务模式是以当今新图书馆学理论为基础,
从读者个体的精神需求和个人发展需要出发,通过

构建良好的人文生态环境空间和服务流程,让图书馆

成为一个有生命律动的人性化建筑,配合读者的工作

学习节奏与读者进行多方位的交流和沟通,从而彰显

出图书馆绿色和谐的人文精神和实现图书馆科学合

理的人性化管理.正如美国雪城大学(SyracuseUniＧ
versity)教授戴夫兰克斯(RDaveLankes)在２０１１
年出版的TheAtlasofNewLibrarianship(«新图书

馆事业地图册»)一书中提出的新图书馆学概念那样,
图书馆的使命在于积极帮助用户提升他们的创造力,
同样定义图书馆职业的也并非具体任务或使用的工

具,而是这个职业的世界观[５].
从某种意义上说,图书馆职业世界观是种人文

价值观.图书馆是人类文化的产物,对人类创造的

文化进行文献和信息的收集、整理、保存以及传播,
承担着对人类文化的传承保护和宣传教育工作,同
时也是 新科学知识的拥有者和 高文化精神的体

现者,图书馆员以高尚的人文精神作为自己的职业

价值观,在具体的工种中体现着人性化管理理念,让
读者在获取知识的同时体验到平等、自由的人文关

怀,并使读者在这种人文关怀中得到熏陶和教育,而
图书馆的价值功能也就在这显性和隐性服务的双重

作用下得到充分展现和提升.将背景音乐引入图书

馆就是这种人文关怀的一种具体体现,用适宜的音

乐向读者传输正确的价值观,启发 拓读者的学习

思维能力,图书馆因此能跳出传统的服务模式,在新

时期发挥多样化的功能.音乐这种集中体现着人文

精神的文化产物,正好契合了当今新时期图书馆的

发展需求,服务于人、教化于人,用人文精神书写图

书馆发展的新篇章.
３２　图书馆背景音乐播放的具体实施及效果

南京林业大学图书馆在新图书馆学思想指导下

引进背景音乐这种全新的服务内容,其具体的实施

步骤方案是在每学期末通过在微博、微信等社交平

台,向广大师生征集下学期的背景音乐播放歌单建

议,然后进行整理编排,制定出具体详细的播放曲

目,再在图书馆的公共服务平台上进行发布,以满足

读者对图书馆背景音乐歌曲的欣赏需求,同时收集

读者的反馈意见,以便今后改进.背景音乐的播放

是配合着图书馆的作息时间表进行的,每天的 馆

时间是８:００－２２:００,背景音乐的播放分早中晚三

个时段,早晨 馆音乐的播放时间段是７:５０－８:
０５,中午是１１:２５－１１:３５,晚间闭馆音乐的播放时

段是２１:４５－２２:００.从周一到周日,每天及每个时

段的播放曲目都是不同的,虽然播放曲目多以轻音

乐为主,但结合图书馆不同时段的氛围需求变化,在
播放曲目的风格选择上也有不同的侧重.

表１　南京林业大学图书馆的背景音乐播放曲目

时段 时间 早晨开馆音乐 午间休息音乐 晚上闭馆音乐

２０１５
年下

半年

播放

曲目

周一 BWhatU WannaB SpringZizz YouAndMe
周二 勋章 彩蝶舞夏 春分的夜

周三 TheseYears 被时光移动的城市 MorningLight
周四 弹指一挥间 冰菊物语(古筝版) 远辰

周五 Summertrain YourSmile TravelingLight
周六 Demain SecretBase PeuAPeu
周日 Jocelin ２４小时书店 ByeByeBye

２０１６
年上

半年

播放

曲目

周一IMakeMyOwnSunshine ForElise BestofMe
周二 下一秒 RiverFlowsinYou SiTu(IfYou)
周三 ImYours AlwaysWithMe 夜空中 亮的星

周四 HereWithYou Summer ThinkAgain
周五 平凡之路 滴答—纯音乐版 Mistletoe
周六 IReallyLikeYou SoBeautiful BecauseofYou
周日 Shine 瞬间的永恒 GoodTime

２０１６
年下

半年

播放

曲目

周一 WhatAreWords TheWay MrParker
周二 蓝莲花 轻轻的亲吻(吉他版) 且听风吟

周三 Everybody Listen FiveHundredMiles
周四 奇妙能力歌 序曲:奔向海边 从前慢

周五 TheSaltwaterRoom WhereIstheLove Oceanside
周六 MeFaltasTu ElCondorPasa 即使知道要见面

周日 NewSoul Weekend TheWorstPart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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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播放效果上,从收集到的反馈信息来看,读者

对我馆背景音乐的播放是大加赞赏和积极参与的,
如在我馆２０１５年创建的图书馆微信平台上,对播放

歌单的关注的阅读数从２０１５年９月３０号的１４５人

次到２０１６年２月２３日的５７１人次,再到２０１６年８
月３０日的７３８人次,关注度逐年大幅度递增.可见

图书馆背景音乐的播放已融入到了读者日常的学习

生活中,背景音乐的功能价值也在潜移默化中发挥

着独特的作用.

４　对我国高校图书馆播放背景音乐的建议

由于南京林业大学图书馆是建于上个世纪９０
年代,在建筑空间和规划格局上不太适合现代图书

馆服务模式和内容,因此还没有条件在不同空间尝

试不同风格的背景音乐.但是,通过相关问卷调查

和理论分析,以及对部分实践经验的总结,可为正在

建设的新馆以及其他高校图书馆播放背景音乐提供

以下参考意见.
４１　普及乐理知识,提高读者的音乐欣赏能力

图书馆可通过举办各种音乐讲座和音乐欣赏课

来普及乐理常识,提高读者的音乐欣赏能力,从而让

图书馆的背景音乐能更好地发挥其功能作用.音乐

风格的变化是通过音乐元素的组织变化而成,如西

方古典主义时期的音乐风格特征是线条明晰、结构

均衡对称、内在严谨、逻辑性强、整体高度统一,这种

风格有利于培养听众的逻辑思维和抽象思维能力.
而浪漫主义时期音乐的灵魂是旋律,其特征倾向抒

情,相对于古典主义的理性特征,浪漫主义强调的是

感性、自由、激情、个性,这种特征有利于听众缓解压

力,增强对事物的感知能力.因此只有掌握了一定

的乐理常识,才能有意识地从音乐的组织结构和旋

律走向等音乐元素的巧妙安排,更深入地体会到包

含在乐曲中的理性美和感性美,才能从这种美的享

受中理解到作者的构思和意图及其所表达的情感和

文化价值观念等,从而才能从中受到启发和教育,达
到陶冶情操和 发智力等目的.
４．２　针对不同场地,选择不同风格的背景音乐

不同的音乐风格对人们的情绪影响是大相径庭

的,舒缓轻柔的音乐让人心绪宁静、注意力集中,而
活泼激烈的音乐则让人情绪激昂、难以平静.因此

在图书馆播放背景音乐,一定要根据不同的场地选

择不同风格的音乐.如在阅览室播放背景音乐,曲

目应以舒缓悠扬的轻音乐和高雅古典的器乐为主,
这样读者就可在轻柔舒缓的背景乐声中集中注意

力,让理智严谨的古典器乐与自己的思维相契合,从
而提高学习效率[６];在休闲场所则可播放一些轻快

活泼的音乐以帮助读者缓解紧张情绪、转换思维,调
节左右大脑半球的张弛程度,让潜意识和显意识在

音乐中互通互融,激发灵感,增强读者的创新能力.
４．３　针对不同时段,营造不同的音乐背景

在这次问卷调查中,虽然读者对背景音乐的偏

好均以悠扬、舒缓、轻快的轻音乐、古典器乐、流行歌

曲和民歌为主,但在不同时段,还需佐以不同体裁和

不同风格类型的音乐来满足读者在各种活动状态下

的多元化需求.如在早间和午间的背景音乐体裁选

择上,侧重应有所不同.在早间,民歌的播放比例可

比午间适度增加,这样有助于读者以饱满的热情和

活力投入到一天的学习工作中;而在午间,以轻音乐

为主的器乐播放比例可比早间多些,以缓解上午长

时间学习的紧张疲劳.晚间音乐在风格类型选择

上,可适当加大流行歌曲和摇滚乐的播放比例,以便

读者释放压力和调节心情,为第二天的学习养精蓄

锐.特别是周末晚间的闭馆音乐播放,还可适度增

加一些现代电子舞曲风格的音乐,来营造出热闹狂

欢的周末气氛,让读者放松心情,尽情享受周末好时

光.简而言之,为使图书馆充满生机和活力,应适时

采用不同体裁、不同风格的背景音乐来为图书馆营

造出张弛有序的氛围,以满足读者在不同时段的学

习和休息需求.
总之,音乐是人类文明的产物,是人们的精神和

情感寄托,人们离不 音乐,用音乐滋润生活、陪伴

学习、激发活力,是每个懂生活、会学习人的生活之

道.图书馆背景音乐的播放如同给图书馆注入了美

丽的灵魂,使图书馆变得有温度、有爱心、有思想,对
身处其中的每位读者细心呵护,传递着高尚的人文

精神和美好的世界观.因此怎样用背景音乐为读者

营造出更加清净优雅的阅读空间,为读者提供更加

温馨怡人的休闲场所,同时把图书馆打造成更加多

姿多彩的培养兴趣和 发智力的创新基地,是当今

高校图书馆发展的一个新课题和新方向,具有一定

的现实意义和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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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Musicisabrilliantpartoftheculturecreatedbyhumanbeings．Itiscloselyrelatedto
peopleslife,workandstudy．Iftheappropriatemusicisplayedinauniversitylibrary,itcanhelpthe
readerstodeveloptheirintelligence,expandtheirthinking,andsparktheirinspiration．ItcanalsohelpimＧ
provetheefficiencyoftheirworkandstudy,ormotivatethemtoimprovetheirmentalstateandraisetheir
moral．Questionnairesurveysweremadeinouruniversityrecentlyonlibrarybackgroundmusic,andfrom
thedatacollectedwelearnedofwhatstylesofmusicweremostpopularones．Usingtheinformation,the
musicsthemeandgenrecombinationwasworkedouttobettersatisfythereadersneeds．Thiswillalso
helpthelibrarybecometheoneofthemostpopularplacesforstudyingandworking．

Keywords:UniversityLibrary;BackgroundMusic;MusicStyles;MusicGenres;IntelligenceDevelＧ
opment;Moral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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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chanismInnovationonSystematicCollectionofLiteratureResourcesof
ChineseNeighboringCountriesin“theBeltandRoad”Era

GuanZhiying

Abstract:Inviewofthelackofthecollectionofliteratureresourcesoftheneighboringcountriesin
Chinascollegesanduniversities,andtheevolutionofacademicenvironmentdrivenby“theBeltandRoad”
initiative,throughanalyzingthenewdemandforareastudiesliteratureinChina,andcomparingwiththe
strategicmeasuresforsystematiccollectionofAsianliteratureintheUnitedStatesaftertheWorldWarⅡ,
thispaperfocusesonthemechanisminnovationonsystematiccollectionofliteratureresourcesofChinese
neighboringcountriesin“theBeltandRoad”era,andputsforwardthetopＧleveldesignframeworkforthe
largeＧscalecollectionoftheliteratureresourcesofChineseneighboringcountriesinacademiclibraries．

Keywords:Area Studies;Information Resource Development;Collection Development;Chinese
NeighboringCountries;“theBeltandRoad”Initi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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